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凰花開的日子，想必各位畢業生的心情一定有如打翻了不同的調
味盒，百般滋味在心頭。想知道各位畢業生的升大心得及臨別在即的心情
嗎？我們採訪了本校畢業生高三文乙的葉漢怡同學，一齊看看她給予我們
的分享吧！
   葉漢怡同學分別考取到澳門旅遊學院的酒店管理學系、澳門大學的政府與
公共行政學系及南京大學的歷史學系。她最終選讀澳門大學，是因為這大
學為澳門第一間有寄宿的大學，她覺得在大學寄宿一定會認識到不同學系及
地區的同學，而大學不時也會舉辦一些的活動，所以大學生活一定會十分精
彩，最重要的是澳門大學以全英語授課，在大學四年生涯中，她不但會學到系中的知識，還能加強自
己的英語能力，好為未來找工作鋪路。
    葉同學認為人越大，就越會關心社會事務，所以她選擇澳門大學的公共行政學系。她希望通過這學
系，令她更加了解社會的體制。她也認為自己熱衷社會事務，希望將來也能從事這方面的職業。
在入學面試時，葉同學覺得用英語進行有一定難度，始終英文並非她的母語，與教授進行對答時也需
要一定的勇氣，不過葉同學在平時已用心準備英語面試的課題，所以信心十足。葉同學表示要成功，
最重要是懂得「捱」，不怕辛苦，適當地分配時間，並把玩樂放到最後，才會有好的收獲。
    葉同學很後悔當初沒有學習一些技能，例如外文或樂器等等，她覺得自己太專注於學業，並沒有想
到原來這些興趣愛好，在面試中是十分有用的。她勸告學弟妹：平時除了兼顧學業，還要分配一些時
間來培養一種興趣或技能，同時要積極參加各種交流活動，除了開闊自己的視野，在自薦中也能發揮
一定作用。
   在母校讀書多年，葉同學覺得與一群摰友和悉心教導學生的老師們共渡時光是最難忘的。她特別感
謝今年的班主任周振隆老師，在她大學入學試感到惆悵時，周老師幫了她很大的忙。同時，她感謝母
校多年來的培育，在未來四年大學中她會認真讀書，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不負母校所望。
    聽完學姐的一番肺腑之言後，你從中有甚麼得�嗎？如有，請用行動表現出來吧！

                                                                小編：梁劍恆

葉漢怡同學的感言

    追尋夢想的道路上，到底要付出多大的恆心與毅力才能成功呢？這次，
小編有幸邀請我校被保送到澳門大學，就讀法學士學位的卓惠玲同學做訪
問。讓我們細心聆聽她的求學心路歷程吧！
    卓惠玲同學選讀澳門大學的法學士學位是因為她打算將來在澳門的法律
界服務，而且澳門大學的法學系，在國際上也取得較多認證，她認為這對她
未來的就業出路有一定的幫助。據卓同學了解，在澳門讀法學系，除了要修
讀澳門的法律，也要修讀與國際方面有關的法律。
    卓同學覺得在追夢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在求學途中想放棄的時候。每當
想放棄時，她就會提醒自己當初為什麼想讀法律。現在她成功被這所大學錄取，都感到十分興奮，因
為她花了很多時間、用心地準備大學的面試。
對於有興趣攻讀法學系的學弟妹，卓同學有以下建議：首先，她建議學弟妹要多瞭解澳門的時事，多
瞭解身邊的人、事、物。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多出去接觸不同的人，從而訓練自己的說話技巧。
    在卓同學追尋夢想的道路上，有很多人幫助過她，她很感謝這些人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不厭其
煩、無私地伸出援手，特別是各位老師，老師就好像一盞明燈，時時刻刻地提點她走上一條屬於自
己的道路。
卓同學從幼稚園到高中畢業，都在海星就讀，此刻臨別依依，她很感激母校多年來的培育。她祝願母
校明天會更好，繼續為社會出一分力，培養更多英才！ 
    卓同學用行動告訴我們：你的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祝願她朝�理想，勇往直前，邁向
成功。希望大家也能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漸漸接近自己的夢想。

                                                        小編：李采蔚、徐詠欣

卓惠玲同學的感言

各位親愛的高三同學們：

    經過多年的寒窗苦讀，現已到了各位畢業離開母校的時候。

相信你們肯定捨不得離開母校，母校也捨不得離開你們。然

而，雛鷹總有展翅高飛的時候，請盡情地高飛吧！

    我們明白世上沒有不經過一番努力就可得到輕而易舉的成

功。看見你們辛勤的學習，揮灑的是汗水，收穫的是成功，

留下的是美好的回憶。在此，我們為同學們所付出的努力及

成功倍感自豪！尤其為大家在升大入學試中所取得的亮麗成績大聲喝彩！其中張慶年同學甚

至是澳門唯一一位考生被國立臺灣大學的醫學系錄取，取得此一成績殊不容易！

    現在，你們的努力已收獲了圓滿的成果，各位將會去到心儀的大學繼續升學或進入社會

工作。臨別時刻，我們衷心祝願大家在新的征途上走好每一步，希望每位同學都能充分地發

揮自己的潛能，因為在我們的心中，你們永遠是最優秀的！同學們，祝福並期待你們將來學

有所成！在你們即將揚帆遠航的時候，別忘記常回「家」看看，母校永遠歡迎你們！

    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從「幼苗」長成了「大樹」，必須根深才能葉茂。

而培育這棵生命之樹，需要同學們不斷努力地用知識及汗水將樹根深深地紮在智慧的土壤上。

同學們，要知道你們現已站在人生新的起跑點上，請大家繼續奮鬥拼搏，努力去收穫成功的

果實！同學們，請大家要懷�感恩的心向父母及老師們致敬！應知你們的成功是離不開父母

的養育之恩及師長們的諄諄教誨！他們對大家「愛心」的培育就像一株株「幼苗」長期地被

春雨所灌溉一樣，才能得以茁壯成長。「潤物無聲，恩情無價」，請同學們要倍感珍惜父母

及師長們對各位所默默付出的這種「無私的愛」!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臨別之際，希望同學們記得：也許人生無法永遠一帆風順，但是

每當你們遇到困惑的時候，我們依然會是大家堅強的後盾！當你們取得成就的時候，我們以

你們為榮，大家加油！最後，衷心地祝願每一位高三同學生活幸福，學有所成！

                                               海星中學校長

黃  彪

2017年7月8日



時光荏苒，燦爛的鳳凰花又爬上了枝頭，預兆�畢業
季又來了。今年海星中學的畢業生升大成績驕人、碩果
累累、可喜可賀！其中，高三理乙的張慶年同學透過不
懈的努力，考上了國立臺灣大學的醫學系及澳門大學的
土木工程學系，更被保送到內地中山大學的臨床醫學專
業。他用實力證明了自己，也給學弟妹們樹立了一個好
榜樣，並告訴我們：不要停下腳步，未來的夢想就在遠處等�你！

 張慶年同學自幼稚園便在海星就讀，一直到高中畢業，並成為成績名列前
茅的尖子生。他小時候就覺得醫生很偉大，所以自小就立志當醫生，幫助有需
要的人。

 張同學從小就是班上出類拔萃的學生，現在就讓我們來了解一下他的一些
讀書方法。首先，他認為上課要專心，抄筆記，多思考，想不通的問題，就請
教老師或者上網找答案；其次，在課餘時間與同學多討論學習上的問題，取長
補短，互相學習；最後，回家也要認真溫習，把知識再重新梳理及鞏固。在任
務多的時候，他會有條理地把任務逐一完成。平時也會善用時間，調整生活作
息，例如：早睡早起，利用小息時間做功課、溫習，這樣就會節省許多時間。
在釋放壓力方面，他有時會聽音樂，或是洗熱水澡，讓全身放鬆一下。
    對於選讀科系及考大學試，他也向學弟妹們分享了一些心得。首先，要按
自己的興趣排好大學的志願，然後就開始溫習。溫習的時候要留意自己不擅長
的科目，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要及時把它弄清楚，提早複習的好處就是可以把
很多的內容分成細項，有助記憶。除了看書本的知識之外，還要多做歷屆試
題，增強對題型的見識，考試時便能得心應手了。做試卷時要採取先易後難的
策略，如果最後有多餘的時間就應該覆查一下，看看有沒有做錯。考試的科目
雖然很多，但也要放鬆心情，才能發揮最好的狀態。在考試前準備充足，便不
會感到壓力大，只要把所學的知識發揮在試卷上就足夠了。考完一科先不要心
急如焚地檢討自己的錯誤，免得影響考下一科的心情，可以在考完試後再回顧
自己的表現。
    他表示在海星讀了這麼多年，有許多難忘的回憶，最深刻的就是高三這一
年。在這一年裡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申請大學，準備入學試和多項的校內活
動，以前從未試過這麼忙碌。這些年來，一直都得到很多人的幫助，他首先想
感謝父母，因為他們一直無私地照顧他、支持他；他還要感謝歷年來的班主
任，尤其是高三班主任——林煒雄老師，也要感謝各位科任老師用心的教導；
最後感謝在背後默默付出的校工們。他很感謝母校多年來的栽培和幫助，所以
他很希望將來可以回饋母校，幫助有需要的學弟妹。他以母校為榮，同時也會
不斷進修及做好自己，不辜負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和期望。

                                                小編：張丹丹、區燕珊

 張慶年同學的感言
    時光荏苒，鳳凰花開的時節，轉眼間又來到畢業季。學生報為此採

訪了高三優秀的應屆畢業生，看看他們有什麼話送給我們的學弟妹，

而小編有幸請到高三美班的劉穎欣同學作一個採訪。

    劉穎欣同學被補送到澳門理工學院的視覺藝術學系。因為選讀大

學的科系會影響到將來的工作，所以她也考慮了很久，要選純藝術還

是藝術教育，後來經過多方面的意見，她選擇了純藝術，因為可以學

到更多藝術方面的東西，將來有需要也可以進修藝術教育。

    劉同學並不是自小在海星就讀，但她從小就很喜歡畫畫做手工，當她知道海星中學有美術專

業班，便高興地轉來就讀，經過三年美班的求學生涯，她發現了藝術的知識是無限的，還有很

多東西是未知的，現在的她只是從一個小的終點走向另一個大的起點。

   劉同學的夢想是自己創業，開一間畫室教小朋友畫畫。曲折和困難是人生必經的，但有家人的

支持，她會努力、堅持，希望有朝一日會成功。劉同學勉勵沒有自己理想或正在追夢的學弟妹：

雖然讀書會很累，成績也不一定理想，但不要灰心，只要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夢想，努力向自己的

夢想出發，便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劉同學有今天的成果，她最想感謝的是從高一到高三都一直教美班的譚華深老師，因為他就

像美班的爸爸一樣很照顧他們，教會他們很多東西。其次是她的父母，因為他們從小就支持和培

養她，讓她轉來海星就讀，因而有更多機會接觸到藝術。

   作為應屆畢業生的她即將離開校園，海星是她半個母校，她希望海星可以培養更多人才，有更

好的發展。  

                                                        小編：楊嘉璐、梁文詩

劉穎欣同學的感言

    我們很榮幸能夠訪問到高三理甲的何雪婷同學。在訪問之前，首先

要恭喜何同學高三畢業了，亦考到心儀的大學。通過採訪，我們將會

知道何同學的求學心得和如何克服在學業上遇到的困難。

　　何同學每天都保持在十點鐘左右睡覺，早上六點起床溫習，她

說：早上溫習比晚上溫來得有效，記憶會更好。在考大學之前，她建

議我們要找適合自己的方法溫習，平時要把筆記抄好和多做練習，這

樣，成績自然會節節上升；對自己心儀的大學要進行查詢和了解，做

到「磨刀不誤砍柴工」，這樣才會事半功倍，拿到理想的成績。

　　何同學除了重視學業之外，還會積極參與其他課餘活動。她說：參加課外活動，自己能忘掉

高三考試和聯招帶來的壓力，讓頭腦清晰和放鬆。她還跟我們補充了兩點：一、就是要有充足的

睡眠，不要在考試前一天溫習得太晚，導致在考試時已精疲力盡。二、考試時要盡量保持放鬆，

遇到不會做的題目先跳過，不要讓自己緊張，因為緊張會讓人容易忘記自己學到的知識。

    何同學之所以對數學有如此大的興趣，是因為小時候父母和老師都稱讚她數學好，加上教完

同學數學後，都很有成就感，因而形成今天何同學想當數學老師的念頭。

最後，何同學很感謝學校的栽培、在求學生涯中每年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師的教導和關懷、同學們

的友愛和扶持、父母的照顧和支持。            

                                                        小編：陳智泳、彭加惠

何雪婷同學的感言



澳 

 

門 

 

澳門理工學院 

博彩與娛樂管理 余曉彤、官瑩瑩、黃長甜 

中葡/ 葡中翻譯 關嘉晴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 陳德利 

中英翻譯學士學位 阮振賢、張偉興 

藥劑技術系 梁雄發 

 管理學學士 羅海明、譚海勝 

澳門旅遊學院 

旅遊企業管理 符可為、梁家敏 

酒店管理 
岑智健、陳海倫 
梁嘉莉、葉漢怡 
李泳欣、林碧儀、周樂敏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李盈盈、林可儀 

旅遊管理 盧嘉勤 

廚藝管理 王�瑤、余育霖 

文化遺產管理 何潁妍 

澳門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 馬駿鏗 

外語 關錦濤 

新聞傳播 連梓秋 

工商管理學系 
歐敏昌、關雅莉、 
羅海明、譚海勝 

國際旅遊管理系 盧穎雯、周嘉瑜、譚志強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護理 李嘉怡、高雪欣 

澳門城市大學 
國際款待與旅遊業管理 蕭俊謙 

國際旅遊 關錦濤 

內 

 

地 

中山大學 臨床醫學 張慶年 

武漢大學 經濟學系 張偉興 

南京大學 歷史學系 葉漢怡 

上海師範大學 應用數學系 何雪婷 

華南師範大學 旅遊管理 李泳欣、盧嘉勤 

中南大學 臨床醫學 區燕清 

暨南大學 

護理 周可兒 

臨床醫學 區燕清 

藥學系 黎芷伶 

廣州南方醫科大學 

臨床醫學系 譚海勝 

藥學系 黎芷伶 

護理學系 黃淑敏 

廣州醫科大學 

醫學 徐越勝 

臨床醫學系 黃雪瑩 

心理學系 鄭念恩 

廣州中醫藥大學 護理系 關藹柔 

天津師範大學 小學教育 官瑩瑩 

北京體育大學 體育教育 李俊豪 

北京演藝專修學院 中韓影視及編導製作 羅明慧 

華僑大學 市場營銷 梁麗芬 

美國 Edmonds Community Collage Visual Communication  謝佩雯 

 

    高三理甲的張偉興同學從小就在海星中學讀書，作為應屆畢業生，
對母校的一點一滴都依依不捨。張同學在多年求學生涯中不斷得到家人
和老師的幫助、支持，他自己也有一顆追夢的心，在這驕陽熾熱的畢業
季，他終於收穫到豐碩的成果——除了得到理想的成績，還收到多間大
學的錄取通知書。張同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他以優異生的身份，成功
保送武漢大學的經濟學系！而他一心考讀英文科系，為了達成心中所
想，他一直堅持不懈，最後順利考取澳門理工中英翻譯和澳門大學英文
教育。
    每個人的學習方法都不盡相同，張同學也分享了他一些學習的方法。首先，上課專心聽講，因
為老師上課講的內容，書本上未必出現，要適時寫下筆記；然後，每晚都要下功夫複習當天的上
課內容，這樣有助加強記憶。同時，為了「四校聯考」，他購買了《四學聯招模擬試題》作考前
準備，這本書的題目主要圍繞中文、英文、數學，做完這些題目後，使他在考試時增添了不少信
心！然而，學習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每當遇上難題時，他很感恩老師們都樂意為他解答，還勉
勵他要成功就不能氣餒。他堅持追尋夢想，這種想法一直鞭策他全力以赴，成為他邁向大學之路
的源動力。
    將要迎接大學生活的他，對自己的大學生涯也有了規劃，除了修讀主修科目，他還會選修喜愛
的科目——中英翻譯，而且會參加不同的社團，從而認識不同學系的同學、豐富課餘生活、增廣
見聞。
    在海星學習多年，張同學結識了很多良師益友。他最想感謝高三的班主任黃郁涵老師，黃老
師總帶給他們驚喜和鼓勵。而他最深刻的回憶就是高三的畢業旅行，這次活動讓他與同學之間增
進了友誼。
　　我們每天都在學習，學習得越多，能發揮的空間就越大。希望大家都可以發掘到自己的興
趣，找尋到自己的夢想，勇敢地追尋夢想。只要朝着夢想，不斷堅持、努力，成功便近在咫尺。
        小編：梁佩瑩

    高三文甲的林碧儀同學，被澳門大學工商管理系和澳門旅遊學院的
酒店管理系錄取。她在挑選大學的時候，主要考慮自己的興趣、將來
立足和發展的行業，還有大學的學習環境。當她得知自己被澳門大學
錄取，心情十分激動！她認為澳門大學競爭性很強，能被錄取是一種
榮幸。澳門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她認為這個大平台能讓她施展自己的
才華，所以選擇留在澳門就讀大學。
    在學習上，林同學建議我們：上課要專心，按時完成作業，打好知
識基礎，這些都是通往成功的不二法門，也是使高三學習不至於那麼
辛苦的秘訣。不過苦有苦的好，甜有甜的美。林同學在學業上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高二某段時
間，她曾對感興趣的一些課題一知半解，當時一直很困惑；到了高三，課業量和壓大都比高一、
高二大，那時的她很想放棄；最後，她靠着堅持和毅力才一一克服困難，並且成功被心儀的大學
錄取。
    林同學最想感謝和最不捨得的是班主任何玉玲老師，還有整個高中的點點滴滴；她很感恩海
星中學的老師們對她的循循善誘和無私奉獻。海星是她人生中的起點，她感受到校園濃濃的人情
味，也學會了許多人生知識和意義，啟迪了她的智慧，走上大學之路，開啟了她人生一扇重要的
大門。

小編：鄭心愉、陳嘉傑

 張偉興同學的感言

 林碧儀同學的感言

澳門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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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學 校 科 系 學 生 

台 

 

灣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 張慶年 

動物醫學科技 梁啟聰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何雪婷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朱健樂 

英語教學系 李子晴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區燕清 

物理系 何潁妍 

工程科學系 郭穎毅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周嘉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鄭文澤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系 周文傑 

營建 徐越勝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劉浩霖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系 區敏昌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岑智健 

資訊工程學系 麥建生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譚海勝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及聽力學系 李嘉怡 

護理 周可兒 

嬰幼兒保育系 梁美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梁美霞 

幼兒教育學系 李蔓惠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 周樂敏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餐旅管理 余曉彤 

歷史學系 梁嘉莉 

社會工作系 蕭潔敏、賴敬昌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馮子晴、馮嘉儀、郭嘉慧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陳美君 

歷史學系 阮振賢 

化學系 譚志強 

心理 黃  亮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 陳嘉明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管理系 魯進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關嘉晴 

國立金門大學 護理學系 鄧嫣珩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鄧耀祖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洪亦南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陳海倫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陳曉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歐國松 

運動學系 張嘉豪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與心理學系 陳浩麟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 張家俊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系 黃淑敏、關藹柔 

銘傳大學 
新聞系 FERREIRA MARQUES SOARES, J�LIA 

商業設計學系 林敏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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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系 蔡文音 

餐旅管理學系 黃靖媚 

淡江大學 英文系 張天誠 

中國醫藥大學 藥劑系 黎芷伶 

中國文化大學 
美術學系 張健峰 

韓國語文學系 李倩如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陸嘉榮 

大仁科技大學 寵物美容 馮楚喬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 高雪欣 

嶺東科技大學 
時尚經營系 謝慧鈴 

創意產品設計系 梁靖妍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毛芷茵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何景祥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鄧毓培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李盈盈 

大眾傳播學系 連梓秋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財務工程組 梁雄發 

中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梁浩隆 

心理學系 鄭念恩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李俊豪 

公共衛生系 楊詠盈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高雄） 林思俊、袁浩希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 臺北)  施奕楠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徐詠欣、陳德利 

真理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劉思成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羅煒敏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楊偉鴻 

澳 

 

門 

澳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張慶年 

經濟學系 唐鴻俊、羅海明 

工商管理系 
高雪欣、李泳欣、劉浩霖 
林碧儀、盧嘉勤 

電機及電腦工程系 符可為、江澤�  

英文系 關錦濤 

政府與公共行政系 余曉彤、葉漢怡  

社會學系 梁美瑩 

歷史學系 梁嘉莉、阮振賢 

法學士學位( 中文授課日間課程） 卓惠玲、黃會儒 

中國語言文學 黃靖媚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劉浩霖 

中文教育系 何潁妍 

英文教育系 張偉興 

心理學系 陳浩麟 

生物醫學系 黃雪瑩 

澳門理工學院 

電腦學系 符可為、麥建生 

理工護理學院 高雪欣 

設計學士學位 李衡、梁靖妍、毛芷茵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學士學位 周樂敏 

設計學士學位--- 設計專業 陳家怡 

視覺藝術學士學位課課程-- 美術專業 曾美蓮、劉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