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今屆新鮮出爐

的 12 位 7 科 5** 狀 元

中，聖保羅男女中學獨

攬3位，成為全港大贏

家，當中更誕生了歷屆以來首名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狀元黃浩維。患有先天性色弱的黃浩維雖未能

分辨顏色，但他未有氣餒，在部分需要分辨顏色

的理科科目，努力「死記硬背」不少實驗結果，

終於成功摘下14顆「星星」。他形容對這份成績

單「喜出望外」，希望將來修讀法律課程成為律

師，為公義發聲。

顏色分不清顏色分不清 努力摘努力摘1414星星
文憑試首誕「特教」狀元 聖保羅一門三傑大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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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羅紀良 2014年7月15日（星期二）

聖保羅男女中學的黃浩維患有先天性色弱，未能分辨紅、
綠、橙和黃色等。因此，他應考文憑試時，已向考評局

申報有特殊學習需要，當局在有彩色圖畫的生物科，會額外提
供一份黑白試卷供他作答；另於化學科的校本評核部分，因涉
及分辨化學物質的顏色，校內老師亦會適當調整其分數。

難忘幼園經歷 死背實驗奏效
其實早在幼稚園時，黃浩維已發現自己有色弱的問題。他
憶述，當時課堂要求學生繪畫樹木，因他未能分辨啡色和綠
色，遂把兩種顏色錯配，誤用綠色筆繪畫樹幹，又把樹葉塗
上啡色，「老師不知道我有色弱，以為我頑皮故意畫錯。」
雖然未有被老師責罵，但這個難忘經歷，令年紀小小的他頗
受打擊，至今仍歷歷在目。
雖然色弱未有影響黃浩維的日常生活，卻為其學習增添不
少難度，尤其是生物科和化學科，惟有靠「死記硬背」實驗
結果，以追上學習進度。他舉例說，在需要進行不同試管實
驗的生物科，同學做一兩次實驗，便可依靠分辨化學液體的
顏色，記住實驗結果；但他往往需要花額外時間，背誦不同
顏色的轉換結果。他稱只要在類似實驗多下工夫，對於考試
也未有造成太大影響。

免費為視障童補習 膺傑出生
樂於助人的黃浩維，平日積極參與義工服務，曾免費為視
障兒童、新來港和單親家庭的學生補習，「希望小小的力
量，可以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去年他更獲頒香港十大
傑出學生。

「超級狀元」許延鋒 擬負笈劍橋
同校的「超級狀元」許延鋒，文憑試成績亮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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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績。
許同學說，由於中文科沒有固定答案，故早前最擔心這科成
績，得悉成績後，形容是「放下心頭大石」。早前他已收到
英國劍橋大學的有條件取錄通知，曾到該校交流的他稱，劍
橋校園環境優美、教學方式特別，擬到劍橋升學修讀經濟。

黃蕊獻熱愛中文 盼升讀中大
至於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文科女狀元黃蕊獻自小熱愛中文，愛
看中文書籍和寫書法。選科會以興趣為先的她坦言，有意入讀
中文大學中文系，未來希望做教師或編輯。她又分享說，語文
科的學習秘訣「無速成」，要多看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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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中學今年誕生兩名7優狀
元黃曉晴及徐詠然，兩位小妮子各有
志願。曉晴在中四時曾探訪板間房居
民，深刻體會到弱勢社群難以維護自

己應有的權利，希望為他們發聲，維持公義，又加
上自己性格正直，愛獨立思考，故希望入讀港大法
律系，立志成為大律師；同校的詠然則心儀中大政
治與行政學系，她認為政治是「眾人之事」，全世
界均「不能離身」，「如果可以知多一點，對成長
更好。」她又說，任職中學教師的父親自小便教她
讀報，認為文字能夠觸動人，一篇社論能帶引出不
同的觀點，感覺有趣；畢業後希望從事文字工作，
記者和編輯是其中一個方向。

志聰勉基層生勿妄自菲薄
★華英中學狀元楊志聰，連同數學延伸單元M2

共取得8個5**佳績，是3名「超級狀元」之一。他
父親是裁縫，母親是文員，一家收入較入息中位數
多數千元，算是來自基層，一些暑期交流活動也未
能支持他參加，所以特別想出一些「慳錢學習
法」，「例如借其他有補習的同學的筆記看，幾個
同學各自買一本練習，再交換做等。」最近其母親
失業，為幫補家計，他開始為五六位學生補習賺
錢，連老師的子女亦是其學生之一。他勉勵其他基
層學生亦不要妄自菲薄，因出身而擔心升學。

良師啟發 梓恆盼執教鞭
★香港社會商業化，教師行業被指難以吸引成績

好的畢業生，政府去年首次提出海外大學尖子獎學
金時，更一度希望以教育課程為優先，藉以吸納人
才。不過聖士提反書院狀元譚梓恆卻似乎是例外，
他直言希望入讀港大英文系，畢業後想成為一名英
文老師，全因在中小學求學階段都遇上很好的老
師，從他們的修養行為裡得到很大的啟發，希望能
做好榜樣，教育下一代。

■記者 馮晉研、歐陽文倩、李穎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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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記者 馮晉研）聖
保祿中學學生何穎希
文憑試成績單上，載
有其6科5**的優異成
績，她希望能將之獻
給在三年前離世的父
親。她憶述指，自己
收到這消息時感到震
驚，幸好有家人的支
持才能撐下去；喪父

一事未有影響學業，反而令她更努力讀書，
「知道一定要生性，知道語文科是弱點，要
努力補救。」

「很久沒見他」祭父說「多謝」
她又表示，父親生前一直支持自己，從不
給予壓力，讓她學習時很輕鬆。昨日她受訪
提及父親時一度感觸落淚，說「很久沒有見
過他（父親）」，又表示會帶同成績單去拜
祭父親，想跟他說一聲「多謝！」
何穎希因中文科只奪5*而失落「7優狀

元」之名，但她直言不感到可惜，指家人只
期望她能夠升讀大學，認為成績已經有交
代。她又說，中四開始喜愛化學一科，希望
入讀港大的藥劑學。

6優女尖子
「嬌」績獻亡父

■何穎希。
莫雪芝攝

兩草根狀元 立志行醫濟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馮晉研 實習記者
李慧妍）大學醫科一直是狀元尖子熱門之選，今年12
位狀元中，便有近半數因不同的經歷立志行醫。其中
英皇書院麥志鏘出身自草根家庭，領全額書簿津貼，
自初中一直積極當義工，一次在老人中心目睹長者舊
病復發，自己卻只能站在旁邊未能協助的無力感，驅
使他希望從醫以幫助有需要的人，未來將循無國界醫
生進發；同樣來自基層的皇仁書院馬國鳴，則因受醫

護人員在2003年沙士一役冒生命危險拯救病人所感
動，希望自己也能成為醫生，幫助弱勢社群，以及紓
緩公立醫院的「人手荒」。

麥志鏘冀成無國界醫生
家境貧困的麥志鏘，因成績優異每年獲英皇書院頒發

7個獎學金，助其減輕家庭負擔，並補貼學習開支包括
外出補習、添購課外書籍等。自中二起參加義務工作的
他，中四成為校內義工團團長，每周也會做義工。
他憶述，曾探訪老人中心目睹一名婆婆突然病發，

受痛楚纏繞，自己卻只能在旁駐足觀望，「那種無力
感令我好想學習醫學知識，只有學習更多，才可幫助
有需要的人。」因此，他萌生從醫的念頭，計劃入讀
香港大學醫學院，未來成為無國界醫生，協助第三世
界人民。

馬國鳴盼改善家庭環境
而父親當裝修工人、母親做兼職家務助理的皇仁狀
元馬國鳴則指，爸爸工作早出晚歸，媽媽為賺錢讓他
買補充練習，兼職不時做到腰酸背痛，從醫除有感工
作有意義外，亦希望能藉以改善家庭經濟環境。
另嘉諾撒聖瑪利書院狀元黃靖桐，則因為中五時

外公腦中風卻延遲入院，生命一度危殆，醫院更與
家人表示，手術成功率低，需要做好心理準備，幸
得一位良醫盡力搶救，讓外公平安渡過難關。故
此，她希望報讀醫科，成為「仁醫」救死扶傷，
「以生命影響生命。」

■■麥志鏘麥志鏘。。
鄭伊莎鄭伊莎攝攝

■■馬國鳴馬國鳴。。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鄭伊莎、馮晉
研、李穎宜）反對派鼓動的非法「佔中」近日備受高
度關注，幾乎所有文憑試狀元均清楚表態，指不會參
與這項違法行動，而就讀觀塘福建中學的6優尖子黎
蘊瑩更指，不認同「佔中」，認為這會影響香港的經
濟和運作，代價很大。她又質疑有關舉動不能實現港
人心中的普選，要表達意見其實有更好、更和平的做
法；作為學生，她也無法認同學聯宣稱要發起罷課，
認為這和爭取目標之間的關聯不大。

希望有普選 應依法覓共識
黎蘊瑩表示，「雖然『佔中』發起人說要和平，但

到真正有一群人在集會時，就會很難控制情況，很多
地方都有這樣的例子。」她自己很希望有普選，但認
為如何普選，應該根據基本法作出討論和找出共識，
「否則我認為這樣不符合香港的法治精神。」她表
示，看見香港社會的討論氣氛逐漸走向極端，部分激
進人士逢政府必反、為反而反的態度，也令她憂慮。

華英中學的「超級狀元」楊志聰表示，自己不會參
與「佔中」，「我認同公民抗命、違反法例去突顯公
義的理念，但『佔中』涉及違反公共秩序，與他們爭
取民主、普選的說法是兩回事，故我認為這個行為並
不妥當，應用更好的方法去做。」他亦支持警方執
法，但認為不應讓警權過大。至於學聯想發起罷課，

楊志聰則笑言，看看是什麼課程吧。

堅決不參與 拒響應罷課
協恩中學的「超級狀元」陳詠妍指，「佔中」畢竟

是違法行為，參與者要深思當中的後果，堅決表示不
會參與「佔中」，若學聯發起罷課，也不會響應。對
於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施政表現，陳詠妍認為有七八十
分，又指政府如果多聽民意會更好。
聖保羅男女中學狀元黃浩維表示，白皮書之所以惹

起「爭議」，只因部分人士抽取白皮書的個別字眼，
針對字眼詮釋作出不同的演繹，「事實上，中央和香
港政府都是按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
皇仁書院的馬國鳴亦坦言，自己只是中學畢業生，

擔心參與「佔中」一旦被檢控會留案底，故不會參
加。他又指，欣賞有些人有「真普選」的理念，但不
希望「佔中」被激進派騎劫或演變成暴力衝突。 聖
士提反書院狀元譚梓恆亦稱，無參加過「公投」及七
一遊行，又擔心「佔中」屬違法行為，故不會參加。

■■「「超級狀超級狀
元元」」楊志聰楊志聰
取 得取 得 88 科科
55****佳績佳績，，
不忘親吻母不忘親吻母
親面頰親面頰。。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昨到民生書院，為文憑試考生打氣，並
為同學頒發成績通知書。其間他以籃球明星
姚明及新鮮出爐的世界盃冠軍德國隊為例，
勉勵學生要不斷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吳克儉表示，在今屆世界盃的德國隊，

1990年取得冠軍後，在這六屆世界盃中均繼
續裝備自己、增值自己，在今年再次捧盃。

「姚明不斷增值 同學須努力」
吳克儉又說，姚明的籃球生涯不是一帆風

順，當中遇過很多文化衝擊、語言障礙、受
傷等，故每場賽事對他而言，都是新的考
試，並要取新的成績表。此外，三十多歲的
姚明仍然熱愛學習，最近剛考完大學三年班
的終期試。姚明的這種不斷增值自己的精
神，很值得同學學習。
吳克儉勉勵考生無論在文憑試取得什麼成

績，都要繼續努力，找到多元出路，配合自
己的興趣，日後可以在不同崗位，取得佳
績。
就今年文憑試的整體表現，他說整體成績

穩步上升，除傳統名校外，其他學校也發揮
不俗，且今年也有幾位成績很好的有特殊教
育需要考生，值得大家參考。

■吳克儉（右）與剛收到文憑試成績通知書
的民生書院學生交談。

今年文憑試12狀元簡介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升學志願
陳詠妍* 女 協恩中學 港大或中大醫科
楊志聰* 男 華英中學 科大環球商業
許延鋒* 男 聖保羅男女中學 劍橋經濟
黃蕊獻 女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中大中文
黃浩維 男 聖保羅男女中學 港大法律
黃曉晴 女 聖保祿中學 港大法律
徐詠然 女 聖保祿中學 中大政政
黃靖桐 女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港大醫科
麥志鏘 男 英皇書院 港大醫科
馬國鳴 男 皇仁書院 港大或中大醫科
譚梓恆 男 聖士提反書院 港大英文
姚本杰 男 九龍華仁書院 醫科（昨未定學校）
*除4個核心科及3個選修科考獲7個5**級外，亦於數學延伸
單元M1／M2獲5**級，三人屬「超級狀元」。 製表：高鈺

■■黃浩維希望將來修讀法律黃浩維希望將來修讀法律
成為律師成為律師，，為公義發聲為公義發聲。。右右
為其母親為其母親。。 鄭伊莎鄭伊莎攝攝

■■女狀元女狀元
黃蕊獻及黃蕊獻及
其父親其父親。。
鄭伊莎鄭伊莎攝攝

■許氏夫婦對愛子許延鋒成為「超級狀
元」，感到鼓舞。 鄭伊莎攝

狀元尖子齊發聲：不參與違法「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