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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辭：
我們感到很榮幸能跟您

萬事俱備
跟高中時努力爭取好成績一樣，您必須細心計劃，才能考進理想的大學。以
下的一些建議可以助您計劃和引導你完成整個大學申請的過程。

分享更多有關大學入學
申請程序的資料。
我們正準備在2005-

各方面考慮周全

2006學年進行跟進研究

對大部分家庭而言，大學教育是一

過高，您應該提高警覺，雖然這並不

計劃，希望您能繼續參

項昂貴的投資。所以，您應該仔細

代表這所大學有問題，但這或許表示

與和支持。如果您的地

查詢及分析各間大學的資料，然後

學校與學生們的期望不符，或者是教

址或電話號碼有任何更

才決定上哪一間大學。

學氣氛有別於其他院校，以致學生難
以適應。第五點，大學的社交生活對

改，請參照本通訊第四
頁的聯絡方法，向我們

在選擇大學時，您需要仔細考慮以

您的大學教育也非常重要。在決定上

提供更新的聯絡資料。

下各方面的因素：

哪一所大學之前，您應該參觀校園、
旁聽幾門課，並在校內留宿，周末時

我們希望本期通訊能助

首先要考慮地理位置，縮窄考慮範

閒逛校園，感受校園生活氣氛。最後

您準備大學入學申請。

圍，找出您希望上大學的地區。其

，您還要考慮校園的犯罪率，因爲一

再次感謝您參與並支持

次，一所大學的規模也很重要。規

個安全和寧靜的環境對學習和生活是

我們的研究計劃！

模較小的學校可以提供比較個人化

十分重要的。可是大部分大學都不能

的學習經驗，而大型的學院則讓您

隨時公布這方面的資料，您可能需要

有機會認識來自不同文化背景的學

做一些調查，以及向資深的高中學督

生。第三點，您必須留意大學是否

查問如何取得這些資料。

大學入學申請：

提供足夠課程，滿足您對某個學術
範圍的興趣，嘗試向大學提出以下

除了向高中學督索取資料之外，您也

的查詢：「學校每個學期都會提供

可以看一些詳列各間大學及其資料的

計劃行動

這些課程嗎？」，「學校多常增加

參考書。另外，瀏覽您感興趣的大學

↓

一門新的課程嗎？」和「課程的編

的網站，以便及早知悉它們的短文題

排是否恰當呢？」第四點，一所大

目。您也可以在網上尋找助學金的資

學的新生退學率是不容忽視的。大

料。盡能力收集更多在考慮範圍內的

部分大學的新生退學率都介乎4%至

大學的資料，這樣您就能考慮周全，

11%之間，如果學校的新生退學率

作出明確的决定。

深入調查
↓
實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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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人物
在整個大學申請過程中，最關鍵的

的學督留下一個好的印象是十分重要

人物就是您自己。您必須縱覽全局

的。您應該及早開始跟學督保持溝通

，防止「意外」發生，並且在「意

，在學業準備方面咨詢他們的意見，

外」發生時採取必要的行動。以下

讓他們看到您的進步以及您好學上進

幾個小建議能幫助您預防「意外」

的精神。您必須從芸芸學生中突圍而

的發生。首先，給別人定下明確的

出，盡能力令學督支持和幫助您！

「最後期限」，即使這個期限是在

「在整個大學申請過

程中，最關鍵的人物
就是您自己。」

幾個星期以後，然後在期限前密切

除了爲您寫這封重要的推薦信以外，

跟進。第二點，爲每一所申請中的

您的學督還可以爲您提供各大學的資

大學作一個列表，每完成一個程序

料及適當的援助。不同的高中裏會有

，就在列表上剔除該項，在沒有親

不同類型的學督，在一些市內的公立

自查證之前，不要理所當然地以爲

高中，因為只有不到50%的畢業生上

某個項目已經完成了。例如，不要

大學，所以這些高中學督可能會較關

因爲您的老師在三個星期前答應過

心課程表、出席率、遲到率、留校處

為您寫推薦信，就以爲推薦信已經

分以及其它行政問題。如果您遇上這

寄出。當期限臨近時，再跟您的老

樣的處境，那麽及早開始準備就更加

師核實一次，或者致電給大學招生

重要了，因為您可能有更多事需要親

處，詢問他們是否確實收到推薦信

力親為。可是，不管學督最關心的是

。第三點，當意外發生時，儘量保

甚麽事項，您必須明白所有學督都有

持鎮定。此時應該考慮如何補救，

超出負荷的工作量，所以，當您請他

而不是在想為何會出錯。最後，應

們做每一件事時，應該以友善的態度

及早開始準備，這樣錯誤就不容易

相待，並給他們充裕的時間來完成，

發生；即使有錯誤發生，也有充分

設下明確的期限，並且不時跟進一下

時間彌補。如果等到最後期限前三

。有一點您必須注意：如果您的學督

天才開始填寫表格的話，恐怕很難

確實是關心學生們上大學的情況，那

及時發現和糾正錯誤了。

麽他們首先會想要讓更多的學生上大
學。這樣的話，他們很可能會推薦您

第二個重要人物就是您的學督。學

申請一些較「保險」的院校。這些院

督是您高中的學校輔導員，負責指

校很可能會收取您，但是它們未必是

導您準備大學入學申請。很多學生

您能考進的最好的大學。最後，小心

會找他們的學督寫推薦信，而很多

那些在大學內信譽較低的學督。如果

大學都會以這封信來決定您是一個

學督每年都向大學推薦大批不合格的

怎樣的學生。這封推薦信向大學收

學生，那麽他就會在這間學院喪失信

生部提供成績單內未有提出的資料

譽。這間大學有可能會因爲您的高中

，它亦讓學校瞭解相對於同班同學

學督沒有信譽而拒絕取錄您。

，您的表現如何。由此可見，給您

下一位對您很重要的人就是大學收生

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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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收生處的人會瀏覽您的申請資料並

服力。除此以外，這只會讓招生處多看

且决定是否取錄。爲了使他們的工作輕

一封信，加重他們的負擔。

鬆一點，您應該將申請資料仔細歸類，
保證資料能夠做到精簡、抓住重點並且

最後，如果您的父母能夠負擔，私人的

容易閱讀。仔細檢查所有文件並保證沒

大學申請輔導員也可以為入學申請提供

有錯誤是十分重要的，所有的文件都應

很大的幫助。他們通常有較佳的大學申

該是打印的。您應該致電大學招生處，

請策略，並且有來自幫助其他學生的資

預約校園參觀活動和收取有關收生的信

料來源。但是您必須謹記：因爲只有少

息。

數富裕家庭才能夠聘用私人輔導員，所
以大部分的大學都認為這對其他學生來

如果您的朋友或親戚曾就讀您正考慮申

說是不公平的。所以，如果您有聘請私

請的大學，那麽他們也是很好的資料收

人輔導員的話，應儘量保持秘密。多看

集途徑。詢問一下他們在那所大學的個

一些詳列各間大學及其資料的參考書應

人經歷，不過，不要因爲他們是該校校

對您很有幫助，您也可以在網上查看有

友而請他們給您多寫一封推薦信，除非

關助學金方面的資料。

他們能向收生處提供一些在您的申請資
料中未能提供的重要信息。大部分的推
薦信都是稱讚申請人的學歷和性格，所
以請校友親戚寫的推薦信並不會增加說

給家長們的建議
就如解決其它難題一樣，要成功得到

替子女致電大學收生處，因爲這會讓收

理想的大學取錄，也需要團體合作。

生處的人認為該學生處事未夠成熟。如

家長應該向子女表示支持和幫助，並

果子女被邀請去跟招生處的人進行面試

協助他們作出人生中一個重大的决定

，家長可以駕車載他到學校，跟收生處

。

的人打招呼，然後讓孩子和他們單獨進
行面試。

首先，家長是計劃的一部分。家長應
詢問子女喜歡哪幾所大學，並協助他

決定上哪一間大學是學生人生的一個重

們尋找和收集那些大學的資料。家長

大决定。家長應支持子女，倘若彼此的

可以帶子女參加大學招生會，並跟他

選擇有分歧，家長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

們參觀大學校園。

。

其次，家長應該引導子女而不是干涉

總而言之，成功的大學申請應該在高中

他們。家長應該跟子女傾談，詢問他

時及早開始準備。要得到一所好的大學

們是否需要幫助，但切記選擇上哪所

取錄，學生們應該在高中期間努力學習

大學是子女的決定。家長應儘量不要

，並在適當的時候做出明智的選擇。

「家長應該向子女表
示支持和幫助，並協
助他們作出人生中第
一個重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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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打算搬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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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打算搬家，請更新您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我們希望跟
您保持聯絡，以便在2005-2006學年進行跟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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