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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外界勿標籤「悲情城市」「最重要是如何看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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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狀元一覽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成績

升學志願

鄭月怡

女

聖保羅男女中學

7科5**+數學M1 5**

港大法律/海外升學

徐茵琪

女

德望學校

7科5**+數學M2 5**

港大工管法律雙學位

張亦妍

女

真光女書院

7科5**

港大/中大醫學院

黃雅頤

女

英華女學校

7科5**

中大環球商業

曾綺慧

女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7科5**

港大醫學院

謝楚灝

男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7科5**

港大醫學院

岑曉峰

男

喇沙書院

7科5**

港大醫學院

陳宏禧

男

皇仁書院

7科5**

港大工管法律雙學位/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曾家興

男

皇仁書院

7科5**

港大精算

資料來源：上述學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謝楚灝出身於天水圍基層屋 家庭，期望外 ■李白蘭（左一）對學校誕生狀元謝楚灝（右二）感到
界勿將該區標籤為「悲情城市」
。 龐嘉儀 攝 興奮。
龐嘉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今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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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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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共誕生9名7科獲5**的狀元，分
別來自8所中學，除傳統名校外，亦包
括位於天水圍、建校僅7年的直資學校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該校考生謝
楚灝出身於基層屋 家庭，為賺零用錢
於暑假當搬運工人，但憑藉自身努力奮
發向上，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兼屢獲獎學
金，今年文憑試更一舉金榜題名高中狀
元，計劃入讀港大醫學院成為外科醫
生。他特別期望外界勿將天水圍標籤為
■鄭月怡有機會「升呢」變「8優狀
元」
。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即
使在9名文憑試出爐狀元中，就讀聖
保羅男女中學的鄭月怡的表現也可算
特別亮眼，除了4個核心科及3個選修
科外，其數學延伸單元一也同獲5**
成績，而她於中英兩科共9個分卷，
也全部獲5**佳績，全張成績單堪稱
完美。另外她6月應考文憑試丙類西
班牙語科的成績稍後將公布，更大有
機會獲最高的A級，或進一步「升呢」
變8優「超級狀元」！

四成「奪A率」西語稍後放榜

月怡於文憑試各核心科包括中英文
兩科的聽、寫、讀、講與綜合共9個
分卷全獲5**級，連同生物、化學、
經濟等選修科及數學延伸單元一，成
績單滿布星星。除此之外，她上月亦
有應考稍後公布成績的西班牙語科，
正「叫胡」變8優超級狀元；事實上
月怡在中一時已開始學西班牙語，過
程中萌生濃厚興趣，一學就學了5
年，而且該科「奪A率」高達四成，
其「升呢」機會極高。
語文根基深厚的她昨日受訪時分享讀書技巧，
指「作息定時，遇問題即問」均很重要，她又將
優秀成績歸功於平日的浸淫，因受父母影響自小
已培養閱讀習慣，中英文書均愛看，語文水平自
能提升。

「悲情城市」
，認為「最重要是自己如何
看待自己」
。

龐嘉儀 攝

謝楚灝父親為貨櫃車司機，母親則任職於某公司營業
部，連同兄長一家四口居住於天水圍天悅 。他幼時就
讀同區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成績一直保持在全級
首一二名，但於升中派位時卻被派往某中文中學，後來
由於不適應，於中一時開學1個月後轉讀直資學校李兆基
書院。

打籃球減壓 冀懸壺濟世
他自言從小讀書壓力不大，備戰文憑試期間每天溫習
約5小時至6小時，並曾於考試前補習2個月，習慣以打籃
球減壓。對於成功秘訣，他認為是由於自己記性較佳，
而且平時多留意時事新聞。他首選港大醫科，期望成為
外科醫生，以服務社群並向無國界醫生致敬。
雖然一直是校內高材生，但對於今年的通識科考題涉
及立法會拉布，謝楚灝直言「不熟悉」
，因此對通識科亦
能獲5**頗感意外，並會與親友吃飯慶祝。對於天水圍被
形容為「悲情城市」
，他並不認同，期望外界不要將該區
標籤，「我們不會自認為悲情的一群，最重要是自己如

何看待自己」
。

「買少件衫」供兒求學 母喜極泣
謝媽媽在得悉兒子成績的一刻即喜極而泣，她形容兒
子個性沉穩、乖巧自律，閒時愛閱讀，每年自發逛書
展，小學時已幾乎讀畢金庸的武俠小說。雖居於公共屋
，她表示家庭經濟情況尚可，但生活也會盡量節儉，
「應使得使，（不需要時）買少件衫」
，而由於楚灝成績優
異，學校每年近2萬元學費屢獲全免。同時楚灝也非常生
性，積極利用暑假工作，曾於書店任店員，今年更在友
人介紹下當搬運工人賺取零用錢。
李兆基書院校長李白蘭表示，對學校僅成立7年即首誕
狀元感興奮，又指楚灝沉實、勤力、聰明，學習態度良
好。她指該校學生中四起已開始積極備戰文憑試，今年
普遍成績不俗。是次是天水圍社區首次出現公開試全港
成績最頂級的狀元，有居民笑言感到光榮，亦有居民認
為該區「一向充滿正能量，毫不悲情」
，對有狀元誕生感
高興，但毋須以此令人改觀。

「乒乓神童」臨人生交叉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今
年文憑試考生中，還有一個以「4比1」
擊敗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高手在內，他
就是喇沙書院畢業生、小時被稱為「乒
乓神童」的趙頌熙。這位「文武兼備」
的大男生，不止運動出色，連學術成績
也表現不俗，取得5科26分佳績。不
過，他亦因此面對「人生交叉點」，一
方面他既想有機會代表香港出戰奧運，
做個全職乒乓球手；另一方面，他亦對
香港大學的法律系學位感到心動，希望
將來可維護法治。

13歲4比1「擊敗」胡錦濤
頌熙曾獲得全國少年及兒童乒乓球比
賽男子單打（11歲組）冠軍、阿根廷公
開賽男單冠軍和亞洲中學生乒乓球錦標
賽男單冠軍等，戰績相當彪炳。他更曾
在13歲的時候與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切
磋球技」
，並最終以4比1「勝出」
。
過人的技術，犧牲的是讀書的時間，

■岑曉峰（左）及趙頌熙。

彭子文 攝

幸好有老師為他補課，他才能在中六時
以極短時間重執新高中課程的內容，並
考獲26分佳績，其中通識及經濟科都
各獲5*級。作為運動精英，港大法律
系早前為他提供有條件取錄，成績已
足夠符合要求的他，現在卻苦惱該如
何選擇。

■趙頌熙13歲時與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切磋球技，最終以4比1「勝出」
。資料圖片

戰奧運vs讀法律
「代表香港參加奧運是我的夢想，如
果（全職）做運動員，也有機會出戰
2016年奧運。」雖然已和夢想那麼接
近，但顧慮到運動員職業壽命短，受港
大法律系青睞，他亦非常心動，「我也

希望維護法治，平時也會看偵探小
說」。他表示，會徵詢家人及教練意
見，再作決定。與他同校的文憑試狀元
岑曉峰則顯得非常堅定。考獲7科5**的
他，自小學起已立志當醫生，一心想入
港大醫學院，他更考慮將來做個「無國
界醫生」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死亡卷難「捉路」 尖子也怕怕

冀修法律 學「迪加」伸正義
月怡又表示，高中時透過通識科了解到社會的
不公義現象，例如新來港女性需兼顧照顧子女和
工作，生產力因而下降，但事實是她們的能力不
遜於男性；加上兒時愛看英雄動畫片集，認為
《超人迪加》伸張正義的助人精神，與律師維護法
紀源自同一概念，所以期望修讀法律；她並已申
請多所英國院校，但較傾向在港升學。

■謝楚灝成為狀元後，吻謝母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去年中文科及格率低於英文
科，加上考核內容無範文可跟循，被考生視為「死亡之卷」
，
連一眾應屆文憑試「狀元」與尖子均表示最擔心中文。

多讀範文 多點墨氣

■曾家興（左）和陳宏禧。

聖保羅男女中學鄭月怡雖然中文科全部分卷都獲5**，但
亦坦白指在眾多科目之中，自己對中文科不抱太大信心，認
為背誦範文可有助鞏固語文基礎，「沒有範文參考，有小小
梁祖彝 攝 緊張。因為讀範文，（語文）水平會提升，也會多一點墨

氣」
。
皇仁書院狀元陳宏禧雖自認中文能力不俗，但也認為中
文科最難考。除了需要處理不同分卷的內容，卷與卷之間
的分數不時有很大落差，「作文把握不大，有時擔心自己
會離題，檢查是否夠仔細」
。
同校另一狀元曾家興則表示，擔心通識科和中文科，認為
中文科「說話」和「寫作」的卷目最難。曾經補過中文科，
但認為對成績無特別幫助，故中六已停止補習，最後文憑試
該科整體取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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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刊A4

受出口不景氣、零
售業銷售疲軟和投
資趨弱影響，內地
二季度經濟增速放緩至
7.5%，整個上半年增速
為7.6%。這是經濟增速
連續第二個季度放緩，
展望下半年經濟下行壓
力依然嚴峻。 詳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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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洪水橋新發
洪
要 展區規劃，展開第
水
聞 二階段公眾諮詢，
橋
擬 可 為期3個月。佔地826公
建 住 頃的洪水橋新發展區初
６ 21.8 步擬建6萬個單位，公
萬 萬 私營房屋比例約各佔
半，可容納約21.8萬
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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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美國一個判決，引
爆種族和槍管兩大
計時炸彈。被控槍
殺黑人少年馬丁的佛羅
里達州社區巡邏員齊默
爾曼獲判無罪，觸發全
美多個城市爆發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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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州「上訪媽
媽」唐慧，訴永州
市勞教委行政賠償
案獲得勝訴，永州市勞教
委要賠償唐慧侵犯人身
自由賠償金1,641.15元，
精神損害撫慰金1,000
元，但書面道歉要求不獲
法院支持。
詳刊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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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家瓊斯將當
地頂尖餐廳東主、
廚師和品酒師的匿
名報料結集成書，踢爆
即使賣相一流的食物也
等於吃廚師「口水
尾」：顧客碟上的食物
都被廚師試味、扒撥，
甚至吐口水。 詳刊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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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區接連錄得劈
價成交，東堤灣畔
頂層複式戶共減
522萬元或23%，以1,778
萬元沽出；影岸．紅A座
高層全海景戶減價12.5%
至840萬元成交；馬灣珀
麗灣亦有頂層樓王減價
100萬元易手。 詳刊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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