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親患癌逝 新來港生讀醫助人
18歲由中四讀起 文憑試38分入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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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為今年港大醫科新生的還有
數位非文憑試考生，在香港土生土
長、操一口流利廣東話的印度裔學
生馬國賢。他從小立志成為醫生，
雖然曾獲內地醫科大學及英國大學

取錄，但因為對香港的強烈歸屬感，希望
在港行醫幫助身邊人，放棄出外升學的機
會，一邊留港就讀公共衛生學科，一邊再
考醫科，雖然過程轉折，但憑着堅毅不屈
的努力，今年終於夢想成真。
因為外祖父母上世紀60年代已來港，馬

國賢（VERMA Rohit Kumar）和母親、
妹妹都在香港出生。他現年22歲，希望透
過醫學專科知識幫助病人。
馬國賢報考醫科過程波折重重，他本為

2012年末代高考生，同時有考英國普通教
育文憑GCE，當年曾獲廣州南方醫科大學
及5間英國大學取錄，但成績卻未能入讀
本港醫科。當時他毅然決定放棄升學機
會，決定先用一年空檔期（Gap Year）到
印度跟隨當地醫生學習，再嘗試報考醫
科。翌年，他返港成功入讀與醫科相關的
中文大學公共衛生理學士課程，曾嘗試校
內轉讀醫科不果，於是繼續完成課程，今
年更以一級榮譽畢業，並以非聯招生身份
獲港大醫學院取錄，攻讀第二個學位。

堅持在港讀醫 只因有歸屬感
為何多年來一直堅持在港修讀醫科？馬

國賢坦言，只因對香港有歸屬感，希望貢
獻香港，「即使今年考不到，我下年都會
再試。」
馬國賢又指，並沒有正式上課學中文，

其流利的廣東話主要從媽媽及讀書時憑多
聽多講自學而成，但尚未學會讀和寫中
文。

「孖女」IB滿分 來自「醫生世家」
另外，入讀港大的「孖女」尖子陳煦欣
和陳煦怡，本年度IB考獲45分滿分入讀

港大醫學院。她們來自「醫生世家」，父母均為港大
醫學院畢業生。她們在香港澳洲國際學校就讀中小
學，兩人性格友善，樂於助人，經常主動與校內同學
組織義工學會，招募義工服務社會。 ■記者 吳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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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廣東江門的易嘉瑩，約9歲時，父親大腸癌病
逝，那段日子除了傷痛之餘，嘉瑩更記得陪在病

父身旁的無力感。5年後，祖父亦不幸患肺癌離世，
在病榻期間，他還叮囑嘉瑩別擔心，應專心學業。看
着至親被病魔折磨，但自己無能為力，這種幫不上忙
的感覺讓嘉瑩下定決心，將來成為醫生，幫助更多
人。

將獲頒「醫學院飛躍獎學金」
父親和祖父離世數年後，嘉瑩和母親申請來港照顧

外祖父母。她當時18歲，入讀風采中學，因英文追不
上程度，由中四讀起。原本經營服裝店的母親，來港
後任職保安員，撐起整頭家，除了書簿津貼外，沒有
申請其他援助。今年嘉瑩取得佳績，成功升讀港大醫

科，將獲頒「醫學院飛躍獎學金」（Springboard
Scholarship）。
嘉瑩眼中，醫生絕對不只是醫病，還要醫治病人的

心，尤其注重病人情緒。父親患癌期間，家人為免他
難以承受打擊，原本與醫護協定把病情保密，但事與
願違，父親在毫無準備下，從與醫護的對話間，突然
得知自己患癌，立刻情緒崩潰，拒絕接受治療，病情
急轉直下。
嘉瑩指，雖然病人有知情權，但病人情緒波動對病

情大有影響，因此醫生需要與病人家屬商討，選取合
適時機才向其解釋病情，讓病人慢慢接受。

兩基層尖子同圓夢讀醫
另一邊廂，兩位基層尖子岑仲彬及林嘉男，今年文

憑試放榜時都曾獲傳媒訪問，隨後他們同樣選擇升讀
港大醫學院。6科考獲41分的岑仲彬，自小在天水圍
公屋居住，母親是家庭主婦，父親和兄長任職地盤
工。仲彬昨日分享指，讀醫科是從小到大累積而來的
興趣，起點則是2003年沙士，當年他只是個幼稚園學
生，當時只知道要常洗手和量體温，不明白為什麼
「看不見的東西」卻會令人死亡，開始對醫學產生興
趣。長大後，他從做義工等經歷，接觸到唐氏綜合症
等社會弱勢，更希望成為醫生，關心和服務社會。
一樣來自基層的林嘉男，小一時父親離開家庭，母

親靠在洗衣店工作，獨力養大他和兩位姐姐。因媽媽
從小教導要常幫助別人，中學時成績優越的嘉男萌起
讀醫念頭，希望成為好醫生。他於文憑試6科取得42
分，一圓夢想，將獲頒「醫學院飛躍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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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創業路從來荊棘滿途，對
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尤其如此。為裝備學生創業知識，中文大
學工程學院近年開辦創業單元課程，並已計劃於2017/18年
將之擴展為副修課程，讓全校學生按個人興趣修讀，進一步
加強創業氛圍。多位中大畢業生及學生昨日以「過來人」身
份分享成功心得，其中獲校方支持休學兩年、現時全情投入
手遊公司的曾家俊，昔日以兩萬元本金創業，今日已創百萬
營業額，感激校方提供包括工作環境在內多項創業支援，才
能順利起步。

工程學院堪稱「創業少林寺」
創院25年的中大工程學院一直以培育工程及科研人才為宗

旨，鼓勵學生以知識改善人類生活及建立個人事業，堪稱
「創業少林寺」。副院長黃錦輝昨指，校方已獲批在2017/
18年推出創業相關副修課程，該課程將整合不同學院的創業
相關內容，「我們希望所有學生最低限度了解何謂創業，有
了基礎再發掘自己是否適合做生意。」他表示，目前仍在設
計課程，對象為全校學生。
從創意走到創業，絕非單憑一件出色發明品就能一帆風

順，如何將之包裝、推銷、推出市場、宣傳，當中牽涉多方
面的複雜知識。黃錦輝強調，協作創業毫無疑問是大勢所
趨，為此校方十分強調校友網絡，由成功創業的師兄師姐向
學生傳授心得，以至提供投資協助及實習機會。
原就讀計算機科學學士課程、現正休學的曾家俊，2014年
獲中大前期創業育成中心提供工作室、電腦設備等支援，設
立手遊公司。他坦言，當時工作空間的確是創業難關，「跟
數名朋友合資2萬元只夠成立公司，根本負擔不到高昂租
金」，加上本港對手機遊戲的創業支援相當不足，所以大學
支援對他而言相當受用。
手遊業訊息萬變，曾家俊認為機不可失，決定休學全心經

營，其公司已進駐香港科學園，共有8名員工。
中大工程學院多年來人才輩出，快譯通電子辭典創辦人譚

偉豪、城市電訊創辦人王維基等均為其代表。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博士林曉峰至今已有13間公司，涉獵

飲食、設計、服裝等不同行業，過去亦曾投資師弟的西裝生
意；電子工程理學士曾偉華於2010年研發電動車充電系統，
成功打入內地市場。兩位「過來人」均強調，創業路上前輩
校友相助，是成功一大關鍵。

中大生兩萬創業
「手遊」生意百萬

■左起：曾
家俊、曾偉
華 、 林 曉
峰 、 黃 錦
輝。
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甘肅報
道）首屆「一帶一路」高校聯盟主題
論壇日前在甘肅省敦煌市舉辦，香港
三所大學包括科技大學、浸會大學及
中文大學，與台灣崑山科技大學、英
國斯旺西大學、美國中央俄克拉荷馬
大學等78所高校新成員加入聯盟，令
成員數目由最初47所增至126所，涵
蓋亞、歐、非、北美、南美等地。其

中，科大與蘭州大學簽訂「研究生培
養合作和交流備忘錄」，推動更多合
作。

科大着重港與周邊社經發展
科大副校長李行偉在論壇發表「科

大研究生教育的創新與核心價值」演
講。他表示，科大通過研究生旅費資
助計劃、海外研究獎勵計劃促進學

習，着重學生與導師緊密互動，除了
科研工作外，研究生教育亦納入國際
交流、科研誠信、創新創業三個新元
素，特別着重協助香港與周邊區域的
經濟和社會發展。
他認為，研究生教育秘笈在於通過

教研加強創新和思維能力，藉此擴闊
學生世界視野，提高文化修養，並發
揮領袖潛能，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

港三大入「帶路」聯盟 科大蘭大簽約培研

■李行偉發表演講。 甘肅傳真

高中「4+3」續跌 中史選修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教育局昨日公
佈2015/16學年高中科目資料調查，近年被指
出現邊緣化危機的中國歷史科，學生選修比
率正在回升，共有11.1%中六生修讀中史，較
過去兩年約10%為高。不過另一方面，修讀3
個選修科（「4+3」）比率則繼續下跌至只得
16.9%，對擴闊學生知識基礎不利。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李沙
崙昨日於該局「局中人語」專欄撰文，引述
2015/16學年高中科目調查資料，他指現時不
少學校高中階段除了4個核心科目外，平均開
辦約11個選修科目，科目組合超過30個，反
映學生可自由選修有興趣科目，更投入學
習。當中，又提到部分科目選修情況，較受
關注的中國歷史科，修讀學生比例普遍有上
升趨勢，以中六級為例，兩年前只有10.2%學
生修讀中史，但至 2015/16 學年則增至
11.1%。
2015/16學年調查顯示，近半（48.5%）中

六生有修讀最少一個科學科目，李沙崙認為
有助推動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教育。
不過，教育局亦提到，各級學生修讀3個選

修科目比例逐年下跌，2015/16學年選「4+
3」中四生只得29%，較兩年前低3.5個百分
點，選「4+3」中六生更只得16.9%。當局直
言，這情況不利擴闊學生知識基礎，因此局
方近年着力鼓勵學校讓有能力的學生修讀3個
選修科，以及鼓勵大專院校訂定更清晰和多
元的收生要求，幫助高中生學得更廣。

津中議會：學生考慮能力時間「退修」
津中議會主席林日豐表示，選修3個選修科

學生比例下跌有多個原因，包括視乎想升讀
院校和學科要求而調整選科策略，另外不少
學生根據能力及備考時間是否足夠而考慮
「退修」，以集中精力應付中文、英文等必
修科，以免失手影響升讀大學機會。

■調查顯示，中史科選修比率有上升趨勢，但整體選讀3個選修科的學生比率繼續下跌。圖為
中學生上課情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