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醫科每年均是尖子狀元選科
大熱，今年11個7科考獲最高級別的文憑試狀元中，就有5
男2女共7人選讀醫科（見表），包括兩名於數學延伸單元
也取5**的「超級狀元」——英皇書院陳樂邦及皇仁書院林
銘端。因應中大醫學院早前提出、最終暫緩的「跳級」安
排，有狀元直言，希望能在一年級先享受大學生活，無意
直入二年級，但亦有人指該計劃是其考慮因素之一。
因當護士的媽媽，令陳樂邦對醫科產生興趣。他計劃報

讀港大或中大醫學院，而今年初也獲批怡和獎學金，有機
會到英國劍橋大學修讀自然科學，現仍在3個選擇間掙
扎。梁銶琚中學的高梓諾同樣因為「白衣天使」媽媽而立
志從醫，更希望能加入公立醫院紓緩人手緊張，幫助拯救
病患。
來自港大同學會書院的郭俊勤自小就對科學充滿興趣，

又認為醫科充滿挑戰性，因此將報讀港大及中大醫科，望
日後回饋社會。

「跳級」制兩睇 多無意直入大二
被問及中大醫學院的「跳級」安排，郭俊勤、陳樂邦及

來自女拔的劉曉晴，都指希望能在一年級先享受大學生
活，暫無意直入二年級。不過，皇仁狀元林銘端則稱，有
注意到中大醫科的「跳級」制度，雖然自己首選港大醫
科，但有關計劃也是其考慮因素之一。

另外，今年港大同學會書院出產了郭俊勤和譚樂敏兩名
狀元，「爆冷」力壓多所老牌名校。兩人都認為，年輕的
直資學校教學可更互動，課外活動也多元化，且學習氣氛
輕鬆，並不比傳統名校「輸蝕」。雖然他們近乎沒有補
習，但因對學習有濃厚興趣，靠自律下也能好好掌握及溫
習課程內容，得以考得好成績。

■■就讀港大同就讀港大同
學會書院的譚學會書院的譚
樂敏樂敏（（左左））和和
郭俊勤郭俊勤，，力壓力壓
一眾傳統名校一眾傳統名校
生生，，同時獲得同時獲得
77科科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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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政治爭議兩極化，不少媒體緊跟泛政治化風氣。
昨日文憑試放榜現場，無論是狀元、「神童」或殘障生，往
往都會被要求就政治議題表態，被刻意引導當上「時政評論

員」，年僅15歲的黃澤鉅也難逃其中。不過，率直且慧黠
的他卻明言，「其實怎樣（答）都會俾人鬧，撐又鬧，
唔撐又鬧」，一語道破背後要炒作爭議的本質。

被問及對「佔中」的看法時，澤鉅指自己無參與行
動，又指每人價值觀不同，因而不評論其他人的做法。他
認為作為學生應以讀書為重，將來會再思考政治立場。

其後，記者窮追不捨搬出早已設定好的時政問題「清
單」，包括他心目中的下屆特首、啟晴邨鉛水事件等逐一
追問，令他多次重複「唔好講啦」、「唔評論呢啲啦」
等，在多番追問後他更不禁慨嘆說：「其實
怎樣（答）都會俾人鬧，撐又鬧，唔撐又
鬧。」揭示了記者提問的「玄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今年11名狀元各有不同背景，其中藍田聖保
祿中學的黃海旋來自基層家庭。因父母從事體力
勞動工作，不時要加班至午夜，海旋希望能藉知
識改變命運，日後能供養父母，讓他們不用再工
作，有更優質的生活。有意服務基層病人的她，
深知自己較情緒化，未必適合要經常面對生離死
別的前線醫護工作，故立志要當藥劑師，在背後
支持病人獲健康生活。
海旋的父親是倉務員，母親則為餐飲業侍應，

一家居於百多呎自置唐樓。她昨日表示，父母雖
然工作辛苦忙碌，卻總是默默耕耘支持自己，她
對此滿是感激，也成為其努力讀書動力，「打工
仔始終都要受氣，但他們（其父母）好少呻，也
不會在學業上向我加添任何壓力。我相信知識改
變命運，希望十年後自己有能力供養他們，讓他
們不用再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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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人認定入讀名校較易升
上大學，但李駿明則決心從英中轉校到廠商會中學，尋找適合
自己的求學空間。他昨日坦言，一開始也曾擔心該校的師資、
配套未必及得上Band 1英中，但就讀的這幾年，卻發現老師比
之前更有心，也更願花時間幫助學生。考獲5科23分的他，已
取得穩入大學的入場券，期望可升讀浸會大學中文系，未來或
會當教師，以生命影響生命。
中一時李駿明在天水圍英中就讀，每科都徘徊在合格邊緣，

老師對他也不聞不問。讀書力不從心，再加上要搬家，他毅然
轉讀廠商會中學，「這裡通識科老師每個星期日都為我們補
課，英文老師也肯改我額外遞交的作文，幫助我進步。」去年
栽在英文科，駿明經過一年重讀苦練，今年英文科已達標，其
他科目亦略有提升。
同校另一考生陳德嘉，中一時才從內地來港，英文較弱，但

經過教師幫助和個人努力，最終亦考獲最佳5科22分，英文3
級，可向大學邁進。

英中轉讀廠商會校
「邊緣生」：老師更有心

■■黃海旋來黃海旋來
自 基 層 家自 基 層 家
庭庭，，立志當立志當
藥劑師藥劑師，，為為
基層服務基層服務。。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 李 駿 明李 駿 明
（（左左））和陳德和陳德
嘉分別考獲嘉分別考獲
2323 分 及分 及 2222
分分，，向大學之向大學之
路邁進路邁進。。

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有自資校氹報未獲認證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文憑試放榜前後，部分提供輔導熱線的機構
接獲逾2,600個查詢及求助。青協透露，有考生投訴學校把不同分數的學
生，分流到不同班房講解升學出路，造成標籤效應，令人感到尷尬及很大
壓力。有求助考生則指，個別自資院校持續以即時通訊游說他報讀課程，
聲稱課程認受性高、可申請政府資助，並以「學額有限，再諗就無位」
的銷售手法，游說同學即時報名及交費，但該學生後來發現課程未經學術
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因而大感苦惱。
青協近日接獲近1,140個求助及查詢電話，有考生表示放榜前已因過於緊
張而胃痛、失眠，放榜後因成績只得15分而極度失望，不斷有作嘔反應。
有考生則透露父母得知其成績後，即使他已表明難以升讀大學，父母仍堅
持一定要他入大學，否則「如何能甘心」，因而引發親子衝突。
學友社近日則累積接獲1,471個求助個案，單是昨日已有569個，家長佔
了一半，主要是查詢不同類型的課程資訊。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
吳寶城表示，家長求助較過往兩年同期上升。

2009年拔萃女書院會考十優狀元麥明詩參選今屆香港小姐的熱話，令同
樣來自女拔的應屆文憑試狀元劉曉晴也成為焦點。被問及對麥明時參選港姐
聲名大噪的看法時，曉晴指師姐美貌與智慧並重，謙虛地說自己不及師姐，
又指對考獲佳績感驚訝及開心，最希望和家人慶祝及感謝家人的支持。
劉曉晴的父親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政務主任劉展文，也引起媒體
追問政治相關問題。她表示，本身無參與任何政治活動，而父親也會以中
立身份和她討論熱門社會議題，並分析利弊及正反雙方的立場。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鄒詠詩

女拔師妹劉曉晴
讚麥明詩「又叻又靚」

■■拔萃女書院共拔萃女書院共1818名學生獲得名學生獲得44科科55****或以上或以上，，劉劉
曉晴曉晴（（前排右四前排右四））成為今屆女狀元成為今屆女狀元。。 鄒詠詩鄒詠詩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鄒詠詩）「無話神（童）不神（童），我只是預先

將課程讀完，不是特別有天賦。」年僅15歲的喇沙書院文憑試生黃澤鉅，拒絕

「神童」的稱號，強調年齡非考試的重要因素，也不認為自己「贏在起跑線

上」。小一時兩度跳班至小三，比別人早兩年考公開試，更獲4科奪5**級的佳績，醉心科學的澤鉅希望

能入讀大學的化學系，未來能從事相關研究工作。就部分人總喜歡「關心」年輕跳級生的人際關係情

況，率直的澤鉅直言「職場上28歲和30歲的人可融洽相處」，說明自己從未遇上交際問題。

「「別說贏在起跑線別說贏在起跑線，，人生賽道從不同人生賽道從不同」」

傳媒追問時事
澤鉅妙語化解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到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向應屆166名文憑
試考生頒發成績單，又與該校老師及學生交流，及為同學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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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歲歲4444分分 喇沙喇沙仔仔「「細細」」不可擋不可擋
11男女狀元簡介

姓名 性別 學校 升學志願
陳樂邦＊ 男 英皇書院 港大醫科
林銘端＊ 男 皇仁書院 港大或中大醫科
張滌豐 男 皇仁書院 港大醫科或中大環球醫學
高梓諾 男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醫科
郭俊勤 男 港大同學會書院 醫科
劉曉晴 女 拔萃女書院 中大或港大醫科
錢凱瑤 女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港大醫科
黃沚堯 女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中大心理
譚樂敏 女 港大同學會書院 港大藥劑或科大環球金融
黃海旋 女 藍田聖保祿中學 中大藥劑
鍾易 男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港大政治學與法學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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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屬「超級狀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澤鉅為應屆文憑試年紀最小的學校考生，更
考獲7科共44分的佳績，其中數學、經

濟、化學及物理均奪得5**的佳績。他坦言對成
績十分滿意，最感激父母的悉心栽培。由於父親
任私人補習老師，教授初中理科，母親則是中學
英文老師，黃澤鉅平日無須補習，學業上有問題
時會請教父母，又指自己沒有特別的學習心得，
只是勤做練習及預習。

一個月升小二 兩個月升小三
澤鉅在升小學時因感到課程簡淺，父親認為無
必要浪費時間，所以為其申請跳級，小一讀了一
個月就跳級至小二，兩個月後再跳至小三。
年僅6歲已接連跳級，黃澤鉅仍處之泰然，指

自己從未擔心過加深的課程或與同學年齡上的差
距，直言「當時爸爸話跳咪跳囉」，又舉例稱
「職場上28歲和30歲的人可融洽相處」，回應
外界對其社交的憂慮。

為何今屆應考？「難道呆坐兩年」
性格低調、率直的黃澤鉅，昨面對接二連三
「慕名而來」的傳媒，不禁直言「冇諗過會有人
理我」，又反問記者如何得知其學校及成績，更
不時催促指「我想返屋企食飯」。有記者問及為
何選擇今屆應考時，「轉數快」的他立刻笑道：
「我中學無再跳級一直讀到中六，難道要在家呆
坐等多兩年嗎？」
對於被指為「神童」，澤鉅強調年齡非考試的

重要因素，更不認為自己比別人資優，「不要說
我贏在起跑線上，每人的人生賽道都不同，不會
因為我贏在起跑線，日後就必定會贏。」

醉心科學 盼入中大讀化學
其化學老師陳潤杰指，澤鉅的化學成績在校內

一直首屈一指，除上課認真外，更常能回答一些
艱深及未教過的問題，「上堂前（佢）好多嘢都
識」。澤鉅醉心科學，矢志入讀中大化學系，期
望將來可繼續升學及從事化學研究工作。

同窗考獲劍橋 惜缺生活費
喇沙書院另一化學尖子劉建亨獲3科5**及1科

5*。雖然他放榜前已獲英國劍橋大學化學系取錄
並獲頒菲臘親王獎學金，但
由於父親早前失業，家庭經
濟只靠做文職的母親支撐，
擔心長遠無力負擔每年30萬
元至40萬元的留學費用，或
要放棄學位令夢想落空。
他坦言，仰慕外國的科研

風氣，希望將來
投身研究之路，
若無法前往，就
會考慮升讀本港
大學。

■■今年英皇書院誕生多位狀元今年英皇書院誕生多位狀元，，校長陳胡美好校長陳胡美好
（（中中））十分滿意十分滿意。。左起為奪得左起為奪得44個個55****的謝源的謝源、、
奪得奪得77個個55****的陳樂邦和同時奪得的陳樂邦和同時奪得55個個55****的葉國的葉國
霆及岑健霆及岑健。。 黎忞黎忞 攝攝

■■1515歲的黃澤鉅是今屆最年歲的黃澤鉅是今屆最年
輕的考生輕的考生，，他希望將來從事他希望將來從事
化學研究工作化學研究工作。。 鄒詠詩鄒詠詩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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