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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狀元 齊願濟世
立志懸壺助人 5讀醫科1讀牙醫 女拔誕「超級狀元」

今 年 文

憑試誕生3

男3女合共

6名狀元，來自5所名校，其中數學

延伸單元M2同獲5**的「超級狀

元」，為拔萃女書院的林莉雯；而

皇仁書院今年再誕生1名狀元蔡維

澤，自文憑試舉行以來連續6年出

產狀元，名副其實是「狀元搖

籃」。6名狀元之中，有5人打算修

讀醫科立志懸壺濟世，餘下1名來

自民生書院的梁冠康，則有見曾於

會考獲9優、現任職醫生的姊姊面

對龐大工作壓力，計劃選讀牙醫，

較輕鬆之餘亦同樣能幫助別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姜嘉軒、黎忞，實習記者 林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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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莉雯昨晨從校長手上接過「滿星
成績單」後，旋即與母親相擁，

在感謝父母支持時一度哽咽。她坦
言，對今次成績喜出望外，多得母親
常為她烹調營養菜式，叮囑她準時睡
覺，而父母又鼓勵輕鬆面對，教她
「考得差不重要，知道哪裡出錯，再
去改進才最重要。」
自幼已被醫生職業吸引的林莉雯，
因媽媽和婆婆曾經患病，故立志在港
修讀醫科，運用醫學知識幫助別人。

「希望因我存在 幫世界少少」
皇仁狀元蔡維澤父母均任職教師，
除學習出色外，他亦是管弦樂團及籃
球隊成員，亦有參與野外定向，認為
當中很有啟發，「野外定向並無一條
指定路徑，全憑自己決定該怎樣走，
迷路時則要盡力糾正自己」，從中學
到訂立目標及培養永不放棄精神。
一心從醫的他，很關注本港公立醫
院輪候期長的問題，擔心有病人或因
此未能及時獲得適切治療，「醫療制
度上的改變也許講求機遇，但可以先

做好自己本分，希望因為我存在，幫
世界少少。」

盼研新藥 全方位幫病人
聖保羅男女中學是今年唯一有兩名

狀元的學校，該校的鄧惠慈和李朗軒
同獲7科5**佳績，均希望攻讀醫科。
鄧惠慈在中五時曾到醫院跟隨任職

兒科醫生的學長實習1星期，其間遇
上1名約6歲的長期病患兒童，並主動
陪伴他聊天及看電視，希望幫助他克
服病魔；有關經歷令她體會到醫生的
重要性，寄望自己亦能以專業醫學知
識幫助病人。
而從小對科學有濃厚興趣的李朗

軒，除了想在前線行醫外，也希望能
結合科學知識研究新藥物，全方位幫
助病人。

勉其他考生：「有心唔怕遲」
同樣想讀醫科的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狀元施奕昕則表示，從來無想到會成
為狀元，她放榜前更緊張失眠，要跟
同學聊電話減壓。

她笑言，自己習慣在書桌上貼上
「天道酬勤」、「不要放棄」等小字條
鼓勵自己；而準備考試的衝刺階段，她
每日更會溫習15個小時，每日早上7時
起床但不捱夜，她希望以個人經歷勉勵
其他考生：「有心唔怕遲。」

「一門雙傑」轉攻牙醫助人
民生書院的梁冠康雖然是今年唯一

沒選讀醫科的狀元，但他與醫學亦頗
有淵源；「一門雙傑」的他，其現時
擔任醫生的姊姊亦曾是會考9優狀
元，眼見姊姊醫科畢業後仍要繼續進
修，又要面對龐大工作壓力，他擔心
若自己走相同的路，助人的熱情會遭
磨蝕，所以他計劃首選攻讀牙醫。
原來梁冠康在中文口試時亦曾經表

現失準，連帶影響其應試的信心，壓
力特別大，考中英文科不同卷別期間
更連續數天失眠，幸得父母諒解支
持，安慰他「入（讀）邊科都沒所
謂」，加上老師鼓勵及求醫調理身
體，終成功克服難關，並獲得意料之
外的佳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今屆文憑試中也有不少基層考生奪
得佳績，他們的勵志故事讓人鼓
舞。有來自第三組別中學、家住劏
房的新來港學生，為克服英文難
關，自發每日背誦逾30個單字，至
今累積數千詞彙，她如今終獲回
報，順利考獲英文3級並取得6科
26分，有望入讀大學理科學系，以
實現其研究夢想。另有家住公屋的
學生，於中五時遇上恩師，他透過
不斷鬥嘴「拋書包」的過程，練就
一身中史知識，終在本屆文憑試考
獲中史5**及6科26分佳績，向着
成為中史老師的目標進發。

中三來港 將勤補拙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的

新來港學生王紓婷，跟母親及弟弟
居住在100多方呎的劏房，其母是
香港人，於一所美式快餐店兼職，

父親則於內地從事地產工作。
中三時來港的她，初時廣東話欠

佳，英文更不時「肥佬」，遂立心
加操。她每日用智能手機軟件學習
英文生字，至今已累積數千字詞，
亦會收看英文電視新聞，提高聆聽
能力，最終英文考獲3級，加上中
文及通識獲5*等總成績有26分。
雖然家住劏房，但紓婷對家境感

到滿足，為替家人慳錢，她不參加
私人補習，靠自己努力考獲佳績。
她期望可考入中大理學院，日後從
事生物研究。

堅決追尋 圓藥劑夢
同校另一新來港的基層學生郭小

威，去年已在文憑試考獲6科29分
並獲港大理學院取錄，惟他堅決追
尋「藥劑夢」。「因小時候體弱多
病，幸得合適藥物治療才能痊
癒」。決心成為藥劑師的他毅然決

定重讀，利用1年時間加強語文能
力，今屆中文由3級跳升至5**，6
科共獲33分佳績達到入讀藥劑系的
要求，有望圓夢。

激辯中史 立志育才
家住公屋的廠商會中學考生陳沛

滔，則自小對歷史感興趣惟不熱衷
學習，直至中五時遇上校內1名圖
書館助理而改變，「對方經常跟我
討論歷史問題，『北洋海軍為何失
敗』、『袁世凱是否漢奸』」，每
次激辯都啟發他以多角度思考，漸
漸萌生成為中史老師的念頭，希望
可憑自己一雙手，教出下一代的社
會棟樑。發奮的他中史最終考獲
5**最高成績，而中文及通識亦獲
5*，打算選報多所大學歷史系。
他認為，中史科不但有助培養學

生的思辯能力，更可培養學生對國
家的認同及責任感。

劏房生天天背英文「肥妹」合格了

克服英文弱點「星之子」續行科研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多所傳統愛國
學校於本屆文憑試中表
現出色，其中香島中學
及福建中學分別有逾
61.2%及69.9%考生符合
「3322」入大學要求，
較全港平均的35.5%高出
25個至34個百分點。兩
校亦有多名尖子取得
「摘星」佳績，包括香島的鄭智仁獲3科5**，福中的謝琦
浩亦取得2科5**另加數學延伸單元M2也獲5**。
以4個核心科計，福中學生獲2級或以上的比率達98.9%

至99.5%，香島學生中文科更100%獲2級或以上，其餘3科
有96.6%至98%，亦遠較全港平均的七成至八成高。兩校並
有多名考生個人成績優異，香島有18名學生取得最少一科
5**頂級成績，福中亦有12人獲同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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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特區政
府甫上場即以教
育為施政重點，

投放大量資源讓年輕學生受惠，多
名文憑試狀元對此表示欣賞，認為
重視教育是一個重要的良好訊息。

指「有能力有理想」多培育港青
就特區政府推出多項教育新資

源及政策，皇仁狀元蔡維澤昨大讚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及其班子
「有能力、有理想、有願景」，
「重視教育是一個良好訊息，政策
有助更多年輕人接受教育，推動社
會流動」。
他認為，對香港發展是很好的

一步，社會應多給予新一屆政府時
間待施政獲得效果，一步步去解決
問題。
至於有關國民教育的議題，他

指全球不同國家都有推動國民教
育，本質上並無問題，認為爭議只
在於推行方式，以及市民對政府的
信任程度，相信林太的施政會為香
港未來着想。
女拔狀元林莉雯亦認同林鄭月

娥在教育上投放更多資源，期望她
能盡力為港人服務。庇理羅士狀元
施奕昕則指，在特區政府新班子領
導下，對香港社會未來很有信心，
希望將來可「少點爭吵，多點包容
與團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實習記者 林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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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福中尖子「滿天星」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早到訪香港
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為一眾

文憑試考生打氣，並以「神奇小子」曹星如的成長故事勉勵
同學。曹星如當年會考0分，轉過好幾份散工，也曾為前途徬
徨，但慢慢在拳擊運動中找到自信，靠着刻苦、堅持的精
神，不斷突破自己，最終成為亞洲拳王，可見一個人的失
意，並不等於永遠失敗，關鍵是個人的心態。

加強投資教育 料學額足
楊潤雄又提到，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已加大了很多教育方面

的投資，亦提供了很多資助及多元化的升學途徑，其中在新學
年本地評審而合資格的專上課程學額約有5.4萬個，包括約2.4
萬個學士學位學額，另外約有3萬個副學位學額，加上其他不
同課程，將有足夠課程選擇給本屆所有文憑試畢業生。
就現時報讀自資副學士的人數減少，有人質疑其存在價值，

楊潤雄指政府需要檢視副學士或副學位，但有多少人報讀並不
是最重要的考慮，關鍵是它是否符合設立的原意，當局也會審
視社會未來發展、社會結構、課程等，是否取消言之尚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星如憑自信成拳王
勉考生失意非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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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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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迎接昨
日文憑試放榜的，尚包括來自中華基
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憑「自潔
門柄」而獲「星之子」名號的黃深
銘，他獲得22分不俗成績，並成功克
服了自己不擅長的英文科，達到入讀
大學的門檻。他期望能升讀心儀的中
文大學的理論物理精研課程，延續自
己的科研路。

重讀中四「惡補」中英文
多年來醉心科研的黃深銘，於2015
年與同校師兄李鍵邦，憑作品「自潔
門柄」獲得英特爾ISEF二等獎，兩人

名字都用作命名小行星，成為香港
「星之子」的一員。
為裝備自己面對文憑試，黃深銘在兩
年多前毅然決定重讀中四，他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那年重讀對自
己影響甚深，有助鞏固學業基礎。由於
自小對語文科沒有信心，他這幾年特別
加倍努力溫習，特別在不擅長的英文方
面，經常做歷屆試題、背誦生字和觀看
外國電視節目，以訓練自己的聆聽能
力，最終中英文分別考得4級和3級，
自己、家人和教師都十分驚喜。
他坦言，雖然亦因此忽略數理科，

成績較預期略低，但亦足夠達到入大

學的門檻。

冀升讀「中大之家」物理精研
他又提到，在研究「自潔門柄」

時，前後兩年半經常到中大做研究，
故認識了不少教授和科研人員，笑言
「中大就好像我的家」，他期望升讀
該校的理論物理精研，學習更多物理
理論和知識，未來繼續從事科研工
作，實踐夢想。
譚李麗芬另一名考生郭奕煌同樣熱

愛科學，並曾奪得本地少年科學家
獎，昨日放榜他獲得27分佳績，盼可
入讀大學科研學系。

7科5**狀元升學志願
姓名 性別 學校 升學志願

林莉雯* 女 拔萃女書院 醫科

施奕昕 女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醫科

鄧惠慈 女 聖保羅男女中學 醫科

李朗軒 男 聖保羅男女中學 醫科

蔡維澤 男 皇仁書院 醫科

梁冠康 男 民生書院 牙醫

*除7科5**外，她於數學延伸單元同獲

5**，成為「超級狀元」。

資料來源：各受訪者

■黃深銘（右二）考獲22分。
校方供圖

■香島中學又創佳績。

■ 王 紓 婷
（左）堅持每
日背誦逾 30
個英文生字，
順利考獲英文
3級。郭小威
則堅決追尋
「藥劑夢」。

校方供圖

■陳沛滔考獲
中史5**最高
成績，他夢想
成為中史老
師。

校方供圖

■聖保羅男
女中學的兩
名狀元鄧惠
慈（左）及
李朗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蔡維澤成
為狀元，父
母最高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姜嘉軒 攝

■ 施 奕 昕
（中）分享
讀書心得在
於 勇 敢 發
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姜嘉軒 攝

■■「「超級狀元超級狀元」」林莉林莉
雯與母親分享喜悅雯與母親分享喜悅。。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林浩賢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