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收基層學童的鮮魚
行學校，今年小六

全級32人，九成學生獲
派首三志願，同學們均
表現興奮，胡穎卻泣不
成聲。今年13歲的她，
來自單親家庭，自小與
母親相依為命。
該校前校長梁紀昌表
示，胡母患有腎病需定
期洗腎，加上心臟有問
題，未能工作，家庭長
期面對財困，要向學校
借款渡過難關，但每次一定準時還款。

知母心意 「我要做個有用的人」
至於胡父，對家庭不顧不理，但胡穎卻特別懂事，小四
時就為媽媽分擔家務，「媽媽買餸時，我就幫她拿菜。」
今年2月農曆新年前夕，胡母心臟不適入院，約一星期後
離世，胡穎頓失依靠。當時胡穎既要面對喪母之痛，又要
應付學校的考試，但她不容許自己崩潰，堅持要集中温
習，因為她知道媽媽想她好好讀書，「將來做個有用的
人。」結果她不負眾望，考試成績保持水準。
在這段艱難時期，陪伴在胡穎身邊並給她極大關懷和鼓
勵的，是老師嚴阮素媚及校長施志勁。
在校內活動認識胡母的嚴老師透露，病榻上的胡母最放
不下女兒，希望她可以幫忙照顧。嚴老師義不容辭，讓胡
穎暫住自己家中。
現在胡穎入住兒童之家，嚴老師在假日也會接她回家小
住，和她聊聊心事，「有時成年人覺得瑣碎的事，小孩子
很重視，她肯分享內心的感受很重要。」考慮到兒童之家
宿舍未能隨便打電話，胡穎很擔心畢業後與同學失去聯
絡，嚴老師會幫忙召集同學聚會。

校長揾地產代理 助尋回面試書
另由於胡穎要遷入兒童之家，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寄出
的面試通知書被投進舊屋的信箱而無法取回，施志勁遂親
自與地產代理交涉，順利取得信箱鎖匙，好讓胡穎及時面
試，才把握住這個難能可貴的入學機會。
拿着印有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的派位證，胡穎說這是母
親生前為她所選的第一志願，又多次哭謝媽媽「多謝她照
顧我，從來都沒埋怨」，也感激老師的辛勞付出，例如中
文及常識科老師每天替同學補習，直到6時多才下班。
她相信好的成績，是報答他們的最好禮物，而一直對科
學有興趣的胡穎，曾考慮將來當科學家，又承諾將來會繼
續努力學習。施志勁透露，胡母生前連走路也感吃力，卻
經常回校做義工，逐層樓為同學派發麵包。
不過，由於她體弱多病，總是說「自己無用」，故生前已言

明離世後要當「無言老師」，校方遵照其意願將遺體捐予中大
醫學院，他相信胡母的無私精神，絕對是其女兒的榜樣。
胡穎的同學梁浩軒亦來自單親家庭，靠自己努力，終考
得全班第十二名，拿下顯著進步獎，更獲派首選的世界龍
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獲派首志願 孤苦女淚奔
考前媽媽病逝忍痛温習 老師視如家人關懷備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升

中派位放榜，幾乎每個孩子都有家

人陪伴，緊張地盯着派位證，在揭

盅的一刻，同喜同悲。胡穎卻是孤

單面對放榜。今年農曆新年，胡母

突發心臟病離世，當時正緊張備考

的胡穎，沒敢忘記慈母「努力讀

書」的叮囑，小女生強忍傷痛，全

力迎考。之後，辦理完母親喪事，

便獨個搬進了兒童之家。昨日，她

知悉獲派首志願時，流下了百感交

集的眼淚，因為那正是媽媽生前幫

她挑選的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這

張派位證，承載着媽媽温柔的鼓

勵、老師關懷備至的記憶。雖然孑

然一身，仍然讓她有奮進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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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適齡人口下降，部分學
校或會面臨收生不足、縮班殺
校的危機，昨放升中榜後，逾
三十名來自屯門、黃大仙、葵

青和西貢等地區近十所中學的教職員即變身
「地產經紀」，在位於觀塘的教育局學位分
配組守候，向未及參加統一派位或新來港學
生「拉客」，並與到場的家長攀談收生事
宜，藉以招攬學生入讀。

據了解，昨日有家長步出派位中心後，隨
即有一批手持學校傳單的教員上前向家長了
解其子女的情況，並推銷該校的「特色」。
其中，各間學校的「推銷」賣點不一，有葵
青區教師稱，可為入讀學生提供中一級「免
教科書費」、贈送暑期作業、免費的適應學
習班等；有屯門區學校則以「小班教學」作
招徠，另有深水埗區學校以獎學金推銷，期
望吸引家長報讀。 ■記者鄭伊莎

教職員淪「經紀」 怕殺校要「拉客」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文憑試將
於下周三放榜，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
修學院（公大專院）昨日舉行「DSE放榜後
升學安排及學生經驗分享會」，院長聯同多
名學生分享升學經驗及選科心得。其中就讀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二年級的譚蘊靜，當年高
考失利，修讀副學士的成績也未如理想，但
在轉讀公大專院後，終找到讀書竅門，成績
大躍進，今年喜獲香港大學應用兒童發展學
士學位課程取錄。她笑言升學之路比較迂
迴，但最終都達成目標，故就算公開試失
意，同學也不用太在意。

高考副學士失利 重整心態翻身
譚蘊靜是2012年的高考生，放榜前預料

自己可以順利升讀學士課程。不過事與願
違，即使她考獲入讀大學最低資格，卻無學

位課程取錄，「對於當時18歲的我而言，
高考失利當然是大件事，很失落，但亦有兩
手準備，在 JUPAS以外有報讀副學士課
程，不至於無書讀。」
雖然入讀了副學士課程，但成績始終未如
理想。蘊靜於是轉往公大專院，成績令她喜
出望外，今年成績的平均積點更達3.64分，
獲港大取錄。她認為讀書的心態很重要，
「高考至副學士的成績都不夠好，使我不得
不反思讀書態度及方法，於是在公大專院的
兩年間，所有功課都會搏盡」。

海外工作知不足 回港追護理夢
她又指高考令她「上了一課」，有助鞭策

自己。先後修讀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蘊靜的
大學之路走得比別人曲折，也曾有過迷惘，
但她想到人生路漫長，「現代人動輒八九十

歲命，這樣看來多花一兩年無傷大雅吧」。
在1999年會考成績不夠5分，沈紫君未放

榜已經心裡有數。她從小有心修讀護理學，
但因經濟考量，她選擇投身社會努力搵錢，
掙夠旅費即前往澳洲，實行為期兩年的工作
假期，「我在當地從事動漫產品銷售員，一
般對談尚可應付，但當要跟客人介紹產品的
額外資訊時，立刻詞窮」，正因「書到用時
方恨少」，她決心回歸校園，適逢在當地有
機會報讀護理，於是重拾理想，回港後繼續
在公大專院進修，現在是醫療護理高級文憑
一年級生，同時任職醫院管理局的兼職病人
服務助理，一步步邁向理想。
羅百鈞是2012年首屆文憑試考生，成績

不夠10分，雖然曾經沮喪，但想到現時青
年人有不同的升學途徑，故不算很擔心，他
先修讀公大專院的旅遊及款待高級文憑課

程，將升讀公大的酒店及旅遊管理學學士課
程。他指在公大專院獲得不少實習機會，如
到國際連鎖酒店工作，獲益良多。

選科興趣為先 定目標識行情
文憑試放榜後，同學或要面對不同大學的

面試，公大專院院長黃偉寧提醒應屆考生，選

科前應先了解興趣，確立目標後則要認識該學
科內容及相關行情，「在面試時候表現得自
信，對學科及行業狀況要有一定理解，讓面試
官知道你有備而來」。此外，大學面試一般都
設有英文環節，學生應有所準備。黃偉寧又歸
納出面試「四大禁忌」，「面試時只回答是或
否、態度輕蔑、欠缺自信、遲到。」

公大專院生教路：繞路終圓升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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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吳希雯）適齡
人口下降令今年升中學生競爭減少，派位滿意
率高企，但在昨日放榜後，仍有不少學生和家
長趕往「叩門」，爭取入讀心儀學校的最後機
會。部分家長態度更加進取，就算子女已獲派
首三志願，仍到首選學校「叩門」。
昨日甫放榜不少人隨即趕往心儀校「叩門」，

其中位於大角咀的英文中學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
院，單在上午已有十多名升中生和家長到場。馮
太兒子首選銘基，但在派位時失落該校只獲派另
一中文中學，所以二人特往「叩門」爭最後機
會，她指兒子小學成績名列前茅，英文科更為優
異，有能力讀英中。馮同學則指雖然獲派學校水
平不錯，但眼見成績比自己差的小學同學都獲派
英中，故他亦想「博一博」。
杜先生的女兒獲派第二志願德雅中學，但由

於自己畢業於銘基，對該校有「情意結」，而
他更期望校友身份可令女兒增加獲取錄「勝
算」。杜同學於小學成績屬中上，又曾在跳舞
和古箏比賽中獲獎，故杜生準備了十多頁的獎
狀等作「叩門」準備。

成績符Band 2 仍爭入Band 1
胡先生的兒子也順利獲派前列志願的Band 2

中學，他指兒子成績確符合Band 2水平，所以
小學教師亦建議選擇Band 2學校。不過放榜後
他仍然保持進取心態，認為「不要以為（派前
列志願）是中了獎」，也相信兒子有能力爭取
入讀Band 1學校，故為他到銘基「叩門」。
同區另一所英中聖方濟書院，亦有不少家長

帶同子女往「叩門」，部分行色匆匆，打算前
往數間學校。其中陳太的孩子獲派第二志願，
雖算滿意但始終較欣賞首志願聖方濟的校風，
所以放榜後亦往「叩門」申請。失落首三志願
的譚太，其孩子校網屬油尖旺區，卻被派往在
馬鞍山的中學，打算到五六間學校叩門，希望
入讀英中，她亦指無特別為面試作準備，主要
以平常心面對。

「進擊的家長」獲派首三志願門照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升中派位結果昨日
揭盅，今年整體滿意率創新高。以地區名校油麻地
天主教小學為例，該校派位成功率不俗，其中有男
生在得悉派位結果後更喜極而泣，由於其校內成績
反覆，小四前只考獲百多名，高小努力考入精英班
後卻更感學業壓力，家人打算若派位結果未如理
想，會送他到加拿大讀書，但他最終入讀心儀學
校，放下心頭大石。
今年參與升中派位小六生只得約4.55萬人，較去

年下跌千人創歷年新低，競爭減少下多達92%人獲
派首三志願，獲首志願亦有80%，所以昨放榜所見
亦是喜多愁少。其中油天的胡同學，昨得悉獲派保
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後喜極而泣，由接獲成績單，
直到步往操場向父親報喜訊和受訪時，他仍然止不
住眼淚。他表示，自己校內成績一般，小四前的全
級排名一直徘徊在百多名，他唯有加緊努力，終能
入讀精英班；惟班內同學確是個個「精英」，令讀
書壓力很大，家人想過若派位結果不盡人意，就安
排他到多倫多讀書，不然就準備到十多所學校「叩
門」，故現時「放下心頭大石、鬆一口氣」。

放榜前緊張失眠
同校的楊同學和鄰座好友顏同學一樣獲派首志

願，兩名小妮子得悉派位結果互相擁抱祝賀。楊同
學派往真光女書院，她指要特別多謝老師和父母，
在小六「呈分試」前，教師經常出卷到凌晨，而她
自己亦補習到晚上八時，花費不少努力和時間。
她和家人均十分緊張派位結果，「我昨晚睡不

着，媽媽更有四五晚不能入睡。」
黃同學同獲派首志願真光女書院，其母黃太坦言自

己較心儀第二志願的庇理羅士女子中學，但女兒喜歡
真光，其長女亦在該校就讀，故放手讓其選擇。

每天夜讀至11時 考進華仁
於校內成績中上、全級二三十名的蕭同學獲派首

志願九龍華仁書院，他指自己沒有補習，是靠自己
努力考試前每天溫習至晚上11時，又暫停喜愛的運
動活動全力衝刺。他笑言應對派位之道是「輕鬆面
對」，計劃邀請朋友到家中開派對慶祝能入讀心儀
校，順道慶下星期的生日。
油天今年小六生有85%獲首三志願，接近六成人

可入讀英中。校長譚煜鴻指，校內老師早前已根據
學生平日成績和表現訂定選校策略，建議學生及家
長選報適合的學校。他又提到，升中派位機制始終
有隨機成分，雖然該校不少學生成績優異，但總有
人結果未如理想，校方在放榜前一日已提早為有需
要「叩門」的學生準備推薦信。同時會加強輔導工
作，為有需要的學生和家長提供支援。

■■鮮魚行學校的小六班有鮮魚行學校的小六班有3232人人，，九成獲派九成獲派
首三志願首三志願，，等候結果的同學等候結果的同學，，均感緊張均感緊張。。

吳希雯吳希雯 攝攝

■■多位學生分享在多位學生分享在DSEDSE放榜前後的升學安排經放榜前後的升學安排經
驗驗、、心路歷程以及選科心得心路歷程以及選科心得。。 姜嘉軒姜嘉軒 攝攝

■■失落首三志願的譚太與小朋友打算到學校失落首三志願的譚太與小朋友打算到學校
叩門叩門。。 吳希雯吳希雯 攝攝

■■陳太的小朋友獲派第二志願陳太的小朋友獲派第二志願，，指指
聖方濟書院是第一志願聖方濟書院是第一志願，，所以特地所以特地
「「叩門叩門」」爭取機會爭取機會。。 吳希雯吳希雯 攝攝

■■胡同學憑努力考獲第一志胡同學憑努力考獲第一志
願願，，喜極而泣喜極而泣。。圖為他得悉結圖為他得悉結
果後獲同學安慰果後獲同學安慰。。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嚴老師嚴老師（（右右））對胡穎照顧有加對胡穎照顧有加，，為為
她考到第一志願感高興她考到第一志願感高興。。 吳希雯吳希雯 攝攝

■■楊同學楊同學（（右右））獲派首志願真獲派首志願真
光女書院光女書院，，她隨即與家人到主她隨即與家人到主
題公園玩樂慶祝題公園玩樂慶祝。。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鮮魚行學校有九成學生獲派首三鮮魚行學校有九成學生獲派首三
志願志願，，梁浩軒是其中之一梁浩軒是其中之一，，打算與打算與
母親母親「「鋸扒鋸扒」」慶祝慶祝。。 吳希雯吳希雯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