
源美欣

健康科學副學士	
(生物醫學科學)畢業

升讀香港大學理學士(生物化學)

港大港大

羅欣宜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畢業

升讀香港城市大學文學士（媒體與傳播）

城大城大

廖國鈞

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憑畢業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社會
科學學士（榮譽）—電影與媒體
藝術主修

浸大浸大

伍紹東

工商管理副學士畢業

升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	
管理學士

科大科大

盧浩橋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畢業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系

中大中大

孫慧琳

商業學高級文憑（市場學及管理）畢業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理大理大

林恩言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畢業

升讀香港教育大學語文研
究文學士

教大教大

李穎筠

文學副學士	
（媒體、文化及創意）畢業
升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文學士

嶺大嶺大

*	 34%副學士畢業生及學生升讀「3大」(港大、中大及科大)。本地「3大」排名參照2016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榜。
^	 60%升讀「8大」教資會資助大學。不包括普通護理高級文憑(登記護士)及牙科衛生護理高級文憑。
	 (資料來源：	以2016年升讀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及學生計算)

學院自2000年成立以來為不少畢業生完成大學夢，已有近

10,000位同學/畢業生成功升讀本地大學教資會(UGC)資助

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當中超過3,400名學生入讀港大。高

年級學士收生學額在2018/19學年將共有5,000個，只要永

不放棄，再接再勵，同學們終能升讀心儀的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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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向大學路進發
Never Give Up, Work Hard  

for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李冠儒 

DSE: 10分
2015-17 商業學高級文憑
獲以下大學學位課程取錄：
• 香港大學資訊管理理學士
• 香港理工大學金融科技(榮譽) 

理學士學位

文憑試不是終點，只要努
力，總會達到目標。
「在修讀課程的兩年間，實在獲
益良多，不但加深了對商業、經
濟和財務的認識，課堂上學到的
知識更能夠運用在現實生活中。
同時，我認識到很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起以升讀大學為目標而
努力；在遇到學術或升學上的問
題時，老師都十分願意解答學生
的疑難。總括而言，我覺得文憑
考試只是人生其中一個過程，考
試結果不會影響整個人生。只要
願意多番嘗試，保持堅定的意
志，努力不懈，不可能也會
變成可能。」

林澤成

DSE: 12分
2014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
2015-17 工程學副學士
獲以下大學學位課程取錄：
•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工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工學士 

不要因一時失敗而放棄夢想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很不濟，
曾 以 為 入 讀 大 學 已 「 夢 碎 」 ，
但 幸 好 有 港 大 附 屬 學 院 ， 給 予
我 入 讀 大 學 的 機 會 。 希 望 大 家
不 要 因 一 時 的 失 敗 而 放 棄 ， 
HKU SPACE CC不但提供良好的
學習環境和氣氛，還有一眾良師
益友，與我共同進退。今年，我
慶幸獲得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中
文大學的取錄，令我重拾入讀大
學之夢。」

黎芷妤 

DSE: 12分
2012-14 工商管理副學士
2014 升讀香港城市大學工 
 商管理學士(資訊管理)

多元學習，讓不擅於考試的
我能順利入讀大學。
‘I didn’t do well in public 
examinations as I’m not the 
type of person who is good at 
tackling exams. HKU SPACE CC 
adopts project-based learning 
which allows me to achieve 
better academic results 
instead of putting all my fate 
on the exams. These projects 
prepared me for further studies 
in university and provided 
me with essential skills that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to 
get a good impression during 
my university admission 
interviews.’

成就夢想，情牽一生
Chris - 社會科學副學士畢業        Sharon - 市場學高級文憑畢業

校友Chris及Sharon將於今年尾共諧連理。他們於2007年修讀基礎課程時認識對方，Chris之後升讀
社會科學副學士，Sharon則選擇了市場學高級文憑。Chris及Sharon於不同校舍上課，本以為漸行
漸遠，上天卻又透過學生大使(Student Ambassador)活動把他們從新連繫。

對於Chris及Sharon來說，CC對他們的意義並不只在於認識另一半，更是助他們成就夢想的里程
碑。Chris擁有一顆助人之心，他於投身社會兩年後毅然重返校園，修讀登記護士課程。現時已經成
為一名登記護士，於老人服務中心工作。「幸好我有CC副學士的學歷，要不然以我的中學成績根本
不會獲得護士學校取錄。」

Chris及Sharon都感謝學院老師的悉心指導，對他們在學術及個人成長有莫大裨益。在學院修讀三
年，Chris及Sharon得到的不只是一張「沙紙」，更是一個追逐夢想的成長經歷。

畢業生分享
Graduates’ Sharing

校友點滴
Alumni Highlights

多年來，學院見證無數同學的成長歷程，不論公開試成績如何，

大部分學生在學院重新出發後，總能發揮所長，成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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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專業，發掘無限可能
Develop Professional Careers, 

Explore Unlimited Potential

冼樂文

2013-13 航空學高級文憑畢業生
2013-15 Bachelor of Aviation  
 Management - Griffith   
 University
2016 高級航空教育課程
2017 民航處三級航空交通事務員

課程設計很實用，更可以在實習
中加深對航空業的認知。
‘Through internship programmes,  
you can get hands-on experience 
which is important for aviation 
professionals. The 2-year programme 
in HKU SPACE CC prepared me 
by building a good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t also encouraged me to keep 
learning as new things emerge every 
day in the aviation industry.’

Joyce Linda Boon

2001-02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
2002-04 文學副學士 - 英文及英語文學研究
2004-07 香港大學文學士 (主修英語研究及語言學) 
2008-10 香港大學碩士(語言學)
2012 至今 港大附屬學院英文系講師
2013-16  Bachelor of Laws (LL.B.),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入讀CC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沒有想過我可以港大畢業！
‘Choosing to study at HKU SPACE CC is a life changing decision. 
I w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I can graduate from HKU. I was an 
academic failure at secondary school despite being extremely 
active in all kind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Back then, I did 
not believe I was stupid, all I know was that I could not fit in the 
conventional system. I did not think I should be punished for that 
and be labelled a ‘loser’. HKU SPACE CC gave me another chance 
to start all over. With the focus of the College on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we students learned through lectures, research 
projects, reading, activities. This way of learning fulfilled my 
curiosity in everything about life. CC’s motto is ‘A Bridge to a 
Brighter Future’, and I have to say, it is all so true!!’

本院學生多有繼續升學的打算，不少同學透過高年級學位(Senior Year Places)入讀資助教資會(UGC)全日制高年級學士學位課程，

而其中有些同學在本院完成第一年課程後便能透過Non-JUPAS入讀學位課程。然而，學位課程種類繁多，如何從中選擇與自己興趣

及能力相符的報讀，著實令同學費煞思量。因此，學院輔導主任會定期舉辦各類升學活動，協助同學選擇理想的大學課程。

同學更可善用學院的升學就業資源
閣，裡面存放著香港各大專院校及
部份海外大學的入學資料，以及有
關升學、就業、面試技巧及求職要
訣等書籍。

12月 – 3月

向本地大學遞交入學申請
相關活動：
本地及海外升學講座、
校友經驗分享會

相關活動：
一對一模擬面試、
大學面試技巧講座

相關活動：
學院向已獲大學錄取的同學收集資料，編製
成「天書」，當中紀錄了過去十多年師兄師
姐的升學資料，供同學參考。

2月 – 6月

出席大學入學面試 

3月 – 7月

接獲大學取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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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Counselling Services

畢業生在學院打好基礎後，終能發掘出個人潛能，

在事業上一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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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適用於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申請人。

(2017年6月出版)http://hkuspace.hku.hk/cc ccadmission@hkuspace.hku.hk3416 6338

親身領取正式「取錄通知書」 2017年7月12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即場招生日 2017年7月12至14日及
2017年8月7至8日

地點
港大附屬學院九龍東分校

銅鑼灣分校

時間 10 am - 6 pm

繳付註冊費限期 # 2017年7月17日正午12時

繳付第一期學費限期 # 2017年8月9日

新生迎新日 2017年8月11至18日

開學日 2017年9月8日

把握機會，
立即行動！
把握機會，
立即行動！

新生入學獎學金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設有獎學金頒予於成績優良的申請者。

同學若成功入讀由學院開辦的課程，有機會獲頒獎學金。

獎助學金計劃
Scholarships & Bursaries Opportunities

重要報名資訊
Key Dates for Applicants

於2015/16年度，超過600名同學獲
得總值超過港幣830萬的獎助學金。學
院將繼續鼓勵成績優異及幫助有需要的
同學，助他們發揮所長，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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