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大學聯招（JU-
PAS）昨日放榜，獲得心儀課程取錄學生固然歡
喜，未有「着落」的同學則要把握機會尋找升學出
路。其中職訓局（VTC）昨日起於專業教育學院
黃克競分校舉行課程收生日，有學生得悉心儀的園
境建築學士課程於JUPAS不獲取錄，立刻前往職
訓局再次報名該課程，成功「失而復得」；另有學
生考獲「3322」資格，但為了興趣不惜放棄政府新
推的自資學士3萬元學費資助，選讀航空相關高級
文憑。
今年聯招取錄比例創新高，昨日所見VTC課程

收生日報名學生並不算多，楊同學是其中之一。
對園境感興趣的她在聯招「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SSSDP）」中，選報了VTC轄下香港高
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的園境建築學士，但最終
卻獲派另一八大課程，她思前想後不願屈就，決定
自行再次報讀同一課程，即場面試後終獲取錄。

盼「八大才有出路」觀念改變
在政府新措施下，楊同學將會獲得3萬元學費資

助，但她強調會以興趣先行，「3萬元對父母來說
可能有吸引力，畢竟資助後學費便宜了」，然而她
更期望政府多從社會觀念上下手，「改變人們認為
『入八大才有出路』的想法，對學生而言才是更大
幫助。」

學子為興趣拒升大讀航空
同樣以興趣先行的林同學，經重讀取得「3322」

入讀學士資格，但他希望自己能夠盡快投身航空
業，毅然打消做大學生念頭，報讀VTC航空與客
運服務高級文憑。該課程一年學費55,600元，被問
到失落3萬元資助會否感到可惜，林同學不以為

然，相信這是最適合自己的選擇。
對於一些未獲「3322」考生而言，則希望政府未來考慮將
資助擴展至副學位及其他課程。考獲11分的彭同學昨日和
母親往報讀酒店及餐飲業管理高級文憑，他們認為學費不
低，「如果有津貼當然好」；報讀酒店款接一年制基礎課程
的張同學亦坦言，有關學費「唔係人人都負擔到」，希望未
來會有資助，讓更多學生受惠。
至於恒生管理學院的收生中心昨日人流亦屬一般。對恒管
傳理學院感興趣的鍾同學，感嘆看見聯招沒獲派任何課程時
一度「呆咗」，收拾心情後到來報名，認為自資課程學費在
扣減3萬元資助後較能接受，會考慮入讀。校方表示現時已
收到近2,000人繳交留位費，報讀情況與去年相若。

學友社：選科勿受資助過分影響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指，今年不少同學同時

獲聯招及非聯招課程取錄感到難以抉擇，建議他們應優先考
慮個人興趣及志向，並配合長遠生涯規劃及目標，選定適合
自己的課程，「切忌受院校名氣或學費資助政策等因素過分
影響。」就有學生打算先入讀「水泡科」再申請轉讀心儀學
系或大學，他強調大學轉科或轉校涉及很多不確定因素，若
興趣不大更難獲優秀成績，同學應三思以免浪費金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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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堅定意志 梓豐盼成仁醫
中五患白血病深知病痛之苦 入讀港大醫科想減病人苦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應

付文憑試對一般考生已是殊不簡

單，對「抗癌鬥士」羅梓豐而言更

是如此。他於中五確診患上白血

病，需即時停學接受長達一年多治

療，復課後仍要定期回院覆診。治

療所帶來的種種不適未有使他放

棄，反憑着毅力兼顧學業，最終考

獲 5 科 5**佳績，並在大學聯招

（JUPAS）獲香港大學取錄入讀醫

科，朝當醫生理想踏上重要一步。

昨日聯招放榜後他與4位同樣入讀

港大醫科或牙醫的文憑試狀元一同

分享獲取錄心情，各人均期望學有

所成後能回饋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今屆文憑試中有不少考生寫下勵
志故事，至昨日聯招放榜再獲捷
報。其中在港專成人教育中心夜
中學半工讀的院舍保健員葉嘉
茵，如願以償獲理工大學護理學
士課程取錄；另外來自第三組別
中學的兩位基層學生，「追夢重
讀生」郭小威與「貧困劏房生」
王紓婷也分別獲得香港大學藥劑
及中文大學理學課程取錄，一圓
大學夢。
葉嘉茵在中五會考時考獲 19

分，成績本應足夠升讀預科，
「但唔知升上去讀咩好」，毅然
投身社會從事院舍保健員，工作
一段時間後終認定自己想要成為

護士，學歷不足卻成一大障礙，
「過往亦曾報考過護士課程，理
論上要求中五學歷，然而都不獲
取錄，其中一次還被面試官質問
『放低書包咁耐』，是否還能適
應學習。」這番經歷讓她深切感
受到學歷「唔夠用」，決心就讀
夜校，挑戰文憑試。
保健員一日工作長達11小時，

嘉茵在夜中學由中五開始讀起，
每次上課3小時，加上要重新適應
文憑試新制，難度之大可想而
知。
幸好努力並無白費，嘉茵在今

屆文憑試考獲5科24分，昨日亦
正式獲理大護理取錄，9月重拾學
生生活。

她勉勵其他同學不要怕困難，
同時年齡絕非限制，追求知識該
是一個人的終身事業。

小威重讀終圓藥劑夢
另一方面，香港文匯報於文憑

試放榜日報道紡織學會美國商會
胡漢輝中學多位學生獲取佳績，
其中家住劏房的新來港學生王紓
婷，為克服英文難關，自發每日
背誦逾 30個單字，考獲 6科 26
分，昨日獲中大理學學士取錄。
同校男生郭小威去年已在考獲6

科29分可入讀港大理學院，惟他
堅決追尋「藥劑夢」決定重讀，
成功考獲6科33分並順利圓夢入
讀藥劑系。

舊制生重拾書本 夜校發奮升大

在皇仁書院讀中
學的羅梓豐，

2014年5月確診患白
血病，需即時停學接
受治療，自此不斷在
家和醫院之間來回，
持續一年多時間要接
受化療在內的密集式
治療，「初開始（治
療）的時候最辛苦，
因為對化療的認識不

多，並要承受因而造成的頭痛、作嘔等副
作用。」

最慘「化療翌日要測驗」
直至2015年9月，梓豐病況轉為「維持
期」，可以復課重讀中五，但仍需每月定
期覆診，「大概每月請假一兩次，做完治
療後都會感到不適」，他表示這段「追進
度」的日子很是難過，「也試過接受化療
後，翌日便要測驗」。
縱使身心皆累，梓豐仍然堅持處理好學
業。他很感謝師生於過程中的支持，但一
定的毅力堅持絕不可少。
梓豐幸於今年2月順利完成抗癌療程，令
他能以最佳狀態應考文憑試，最終考獲佳
績。梓豐表示自小渴望成為醫生，希望能用
知識貢獻社會，經歷抗癌令這份意志更加堅
定，「很多人跟我說當醫生很辛苦，擔心影
響身體健康。」不過，他在住院期間見過病
人的苦況，自己亦親身經歷過療程所帶來的
不適，「如果我有能力，便應該盡我所能成
為一個好醫生，減輕病人痛苦。」

狀元喜港大「問題導向學習」
港大本年取錄多名尖子學生，包括五名7
科5**狀元，分別獲醫科或牙醫取錄。入讀醫
科的其中3人包括蔡維澤、施奕昕及鄧惠慈
昨亦有分享感受，他們均對港大表示欣賞，
鄧惠慈喜歡港大的「問題導向學習」（Prob-
lem-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認為這能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且自己不少中學師兄師
姐都在港大醫學院，相信支援較多。
施奕昕指港大醫科在三年級時讓學生自由
選擇到海外交流，其間能探索自身興趣，課
程靈活度更大，未來期望能在兒科方面發
展；蔡維澤認為港大能夠提供國際化平台，
與世界多所一流大學亦有連繫，相信這對個
人成長很有幫助，畢業後或會向腫瘤科或神
經外科方面發展。
將入讀牙醫的狀元梁冠康則表示，選擇牙
醫是考慮到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
ance），擔心醫生工作太忙會磨蝕工作熱誠。
另外，來自聖若瑟書院、考獲6科5**的
鄺慶添則入讀港大的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他在2015科展計劃書設計比賽中曾以「鈦
白甘靴」的無臭皮鞋發明獲得冠軍，「將一
個意念轉化為實物的過程很是奇妙」，自此
對創業深感興趣，未來亦打算朝這方向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
今年大學聯招放榜，中文大學的
醫學（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
連續4年成為全港收生成績中位數
最高分的學科，7科成績中位數為
47.5分，而全港唯一的「超級狀
元」林莉雯亦將入讀該學科。林
莉雯認為中大充滿人情味， 可讓
她培養人文關懷的情操和學習與
人溝通的技巧， 裝備自己成為更
好的醫生。而憑「自潔門柄」而
獲「星之子」名號的黃深銘，亦
獲中大理學院取錄。
考獲7科5**並於數學延伸部分
考獲5**的林莉雯，將入讀中大環
球醫學課程，她亦為6屆文憑試以
來首位「超級狀元」入讀中大。
她自小已立志做醫生，加上家

人曾患病，認為「一個好醫生除
了要把病醫好外，亦要多抽時間
和花心思關懷患者」。
林莉雯分享時亦指中大具人情

味，有助她培養人文關懷的情
操，並學習與人溝通的技巧， 裝
備自己成為更好的醫生。
她又鍾情中大獨有的書院制，期

待透過書院生活，參加不同的活

動，結交新朋友，擴闊眼界，得到
更佳的全人發展。她又希望把握大
學的交流機會到外國深造。

「星之子」入中大續行科研路
至於獲中大理學院取錄的黃深

銘亦有望延續其科研路。他在
DSE考獲22分不俗成績，自小醉
心科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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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國際預科文憑（IB）

考獲滿分45分的10名考生，及25
名考獲44分的學生都獲中大醫學
院取錄，為近5年來最多。
中大醫學院院長兼卓敏內科及

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陳家亮對今
年收生成績表示欣喜，指醫學院
將繼續秉持教育理念，培育不同
階層和背景的學生，裝備每名醫
科生成為仁心仁術的醫生， 未來
貢獻醫學科研和照顧病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年適齡
考生持續減少，令自負盈虧運作的考評局
財困愈見嚴重，單是去年文憑試（DSE）虧
蝕數字已多達4,000萬元。考評局主席陳仲
尼昨坦言，3年後文憑試考生進一步減少
1.5萬人，考評局現有約2億元儲備預計屆
時亦將用盡，面臨「乾塘」危機，即使增
加考試費亦未能填補，故將盡快約見教育
局，期望政府提供一筆過撥款支援。另考
評局調查發現，公眾對該局透明度評分僅
達合格水平，學生對文憑試制度信心亦不
足，考評局將增加推廣，令公眾更認識其
工作。

考評局今年成立40周年，為加強公眾認
知，今日將舉辦「考評發展論壇午餐
會」，由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分享對考試及
評核發展的意見。陳仲尼昨率先向傳媒分
享相關內容，並公佈考評局委託港大民意
研究計劃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結果。
陳仲尼表示，調查去年11月以電話隨機
訪問了1,780名中學生、家長、市民、中小
學校長和教師，以及專上院校行政人員。
結果發現，分別有逾七成的學生、家長和
市民誤以為考評局是「政府部門」，只有
55%至60%教師及院校行政人員知道考評局
為獨立法定機構。而對考評局在公平公

正、專業、獨立性、透明度等表現評分
中，家長和市民對透明度的評分僅得5.4分
（10分滿分），學生則評5.8分。
陳仲尼認為，結果反映公眾對考評局認
識不足，未來將舉行座談會等不同活動，
讓公眾及學生了解考評局工作及考試設計
等，「希望令公眾知道考評局不只是頒成
績，提升我們的透明度。」

34%學生對文憑試制度冇信心
對於分別有34%和25%學生和市民指對

文憑試制度沒信心，陳仲尼表示，由於文
憑試影響學生升學及就業，令他們感到壓
力，因而影響了對文憑試信心。而有關對
考評局印象方面，37%學生指印象好，21%

則覺印象差，相減後其淨值為16個百分
點；而市民印象淨值則為22個百分點。他
指2011年類似調查中，學生印象淨值為3
個百分點，對比之下是次評分已有進步。
就考評局面臨的財困問題，陳仲尼表

示，近年適齡考生每年減少約5,000人，至
2020年將減至4.5萬人，令考評局未來虧
損會持續擴大，估計現時2億元的儲備到
2020 年或 2021 年將減至 0，即會「乾
塘」，「我們會盡快約見教育局，希望政
府可以有一筆過撥款幫助我們渡過難
關。」他未有透露所需金額，但會向局方
建議3個至5個方案，例如DSE虧蝕金額
由當局負責或雙方共同承擔、將考試費增
加1%至3%等。

考評局臨「乾塘」想教局「放水」打救

喜歡中大人情味
超級狀元讀環球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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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所見黃克競分校（IVE）報名的學生人數寥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港大一班尖子昨日共同分享獲取錄心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羅梓豐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陳仲尼表示，會盡快約見教育局，期望政府
提供一筆過撥款令其渡過「乾塘」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攝

■■林莉雯林莉雯（（右右））在中大自拍在中大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