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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仁首設限 得獎何須多
自行收生申請表格最多填20項活動及獎項 校方：貴精不貴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新學年 9 月

■ 家長們在皇仁書
家長們在皇仁書院
院「 排隊
排隊」
」交
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入學的中一自行收生階段昨開始接受申請，
今年的適齡升中學生回升逾 3,000 人，令入讀
心儀學校競爭更為激烈。其中，近年盛產文
憑試「狀元」的傳統名校皇仁書院繼續受追
捧，昨晨陸續有家長到學校遞交表格，包括

■楊太及其兒子
楊太及其兒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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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跨區報讀，有家長指會「順其自然」
無意為升學而特別催谷孩子，但亦有家長指
孩子一星期「上足 7 天」興趣班，家裡已有
數十個相關獎項。皇仁強調，學校課外活動

■麥先生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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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貴精不貴多」，今年該校申請表中活動/
獎項欄首設上限，最多可填 20 項，預計收表 ■區生（右）表示沒有催谷兒子，希望兒子可以 Enjoy Life（享受
數與去年相若，約 14 人爭 1 學位。
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5 萬人，較去年增
今約年適齡升中人數逾
3,100 人，而全港英文中學自行收生

學額只略增 200 個至 4,988 個，勢令入學
「爭崩頭」；小六家長可為孩子向兩所官津
中學申請自行收生學位，收表時間由昨日起
至本月17日。

不想谷兒子 家長：試一試
在港島區名校皇仁書院，昨早便吸引不少
家長往報名交表，其中區先生連同正就讀灣
仔聖若瑟小學的兒子前往交表，認為該校名
氣和校風好，加上兒子喜歡皇仁的棒球隊，
故讓兒子「試一試」。

面對激烈的學額競爭，區生指「不會催谷
兒子，順其自然，他平日已那麼多功課，再
谷就仲辛苦過返工，希望兒子能 Enjoy life
（享受生活）」，現時只為兒子安排英文作
文補習，及依照兒子的興趣安排一星期一堂
的棒球、鋼琴及空手道。
區同學則直言：「如有機會，想入皇仁，
若不行，將會升讀直屬的聖若瑟書院，對之
後的面試無壓力，有信心入皇仁。」

「學霸」興趣班獎項「滿到瀉」
家住東區的麥生為兒子到皇仁交表，他指
皇仁是兒子心儀學校，加上兒子成績打入校

內「龍虎榜」名列頭三，有信心其可獲取
錄。麥生又表示有為兒子安排不少興趣班，
「他星期一至日都有興趣班，課外興趣班有
珠心算、跆拳道、游泳及鋼琴；校內則參加
奧數班等。其中珠心算更代表香港出賽，至
今家裡已有超過30個獎項。」
麥生表示，不會為兒子特別安排面試及補
習班，平日自己會跟進兒子的學業進度，而
所屬小學亦有為小六生提供面試準備班。
楊太昨亦帶同兒子共同交表，她坦言「兒
子成績較上次考試退步，但兒子喜歡皇仁，
故此一試，算是了其心願」，又強調不會催
谷兒子，希望他以輕鬆方式學習。

楊同學則說，自己曾參加皇仁舉辦的「小
小發明家」比賽，憑着「扭扭晾衣架」奪得
季軍，受皇仁濃厚的學習氛圍感染，故想入
讀該校。
近年不少家長費盡心思想讓兒女入名校，
為他們安排各式各樣的興趣班，但被質疑
「重量不重質」，「集郵（證書）」多於培
養孩子興趣。
事實上，皇仁今年特別新增規定，申請表
的課外活動/獎項一欄只限填 20 項，副校長
趙善衡強調，學生興趣應「貴精不貴多」，
家長可挑選其最擅長的課外活動。
趙善衡又說，昨上午收到約 10 份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香港年輕
人創意創新再次得到認可。職訓局旗下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IVE）智能手機軟件開發高
級文憑課程的學生及畢業生，因應「智慧出
行」概念，分別研發針對飛機航班服務的
「TouchCX」以及提升駕駛安全的「護駕」
兩個手機 Apps，先後於 3 個應用科技比賽奪
得 5 個獎項。其中的「護駕」更分別於泛珠
三角區域性以及全國性大賽中連奪銀獎及二
等獎，說明香港科技專才的實力不容低估。

■ IVE 智 能
手機軟件開
發高級文憑
學 生 研 發
「TouchCX」
的手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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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航空 24 小
時 HACKATHON」勇
奪冠軍和另
兩個獎項。
職訓局供圖

一鍵傳送需要 免事事叫空姐
隨着科技發達，而在飛機出行的層面，不
少航空公司已於部分航班上推出無線網絡服
務，有見及此，5 名 IVE 智能手機軟件開發
二年級生研發「TouchCX」App，結合近場
通訊技術， 讓乘客通過程式提出餐飲、毛
毯、耳機等需要，取代凡事召喚機組人員的
傳統方式，提供便捷之餘，亦減省機組人員
工作量。
該 App 更附有即時傳譯功能及團購功能，
為乘客提供更佳的飛行體驗。
上述作品於早前舉行的「國泰航空24小時
HACKATHON」 勇 奪 冠 軍 ， 更 同 時 贏 得
「機上娛樂系統挑戰賽」和「最受觀眾歡迎
組別」兩獎項，日後將有機會獲國泰採用。
團隊成員都對得獎感到喜出望外，其中馬詩
俊和林燦誠指，學習上已有不少機會設計編
寫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為增加

「實戰」經驗，並得以在比賽中肯定自己的
實力。

測腦波再提醒 防行車瞌眼瞓
另一獲獎的「護駕」，則主要利用腦電波
監測儀連接手機 App，實時傳輸和分析駕駛
者的腦電波數據，當駕駛者的專注力減弱，
腦電波頻率會下降，程式便會自動透過手機
熒幕發出警告，同時播放音樂，提高駕駛者
的專注力。該 App 在白天和黑夜均能正常操
作，無須額外的燈光輔助，尤其適合通宵更

中醫何時迎新風 韓醫發展可借鑑
昏黃的燈光、狹小
的舖面、花椒的辛
香、 薤白的刺鼻，一
陣又一陣，隨百子櫃的開合聲而彌漫，白
髮蒼蒼的老人兩指搭着病人的脈道，兀自
低頭凝思……就似褪色的記憶，這大概是
中醫的刻板印象。
不過，這不是我，我是一位修讀中醫的
女生，和普通大學生一樣，我哈韓，我晚
上有千百種理由容許自己晚晚不入睡，亦
要趕無數的死線。今天，我就要將刻板的
中醫與「大勢」的韓流混為一談。其實中
醫與韓醫比你想像中近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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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慶熙大
學學生與浸大
中醫藥學院師
生合照。
浸大供圖

早前，我有幸作為我校的學生代表，接
待來自韓國慶熙大學韓醫交流生。我向來對
韓國文化甚感興趣，略懂韓語，在為期兩周
的交流中，大大加深了對韓醫的認識。

韓醫中醫淵源深
韓醫其實與香港中醫課程十分相似，從
修讀的內容至治療用藥都有異曲同工之
妙，我們平日診所使用的針具，很多都從
韓國入口。記得在前往餐廳途中，一位韓
醫系的男生看到我手上的方劑學筆記，他
竟說他讀的跟我毫無兩樣，但我的筆記明
明是中文呀！我才發現原來韓醫學生也會

司機使用。
「護駕」由 IVE 智能手機軟件開發課程 4
名畢業生研發，他們留意到近年不少交通意
外都涉及駕駛者不專注，特別研發可監察司
機駕駛狀態的裝置，希望減少交通意外的發
生，該作品在先後於「泛珠三角+『中星
杯』大學生計算機作品賽」奪得銀獎，以及
「挑戰盃」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
賽奪二等獎，早前更獲 VTC 研發支援組
「創意×應用」計劃資助 10,000 元，以作進
一步發展。

使用漢字學習，也跟我們一樣，要修讀
《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病理經典。
不過，他們沒有正規的漢字課程，需通
過反覆複習才能讀懂漢字著作，所花的努
力實在超乎所想，不愧是韓國的高材生！
雖然我們的學習內容相若，但中醫韓醫還
是有不同之處。韓醫學生最不能理解的，
就是中醫的脈診。他們對我的第一個問題
便是「你們真的有把脈嗎？」無庸置疑，
脈診在中醫有不可分割的地位，但在韓醫
界裡卻是不太重要的一環，講義縱然會提
及，但甚少於應診時使用。 所以遇到韓醫
朋友千萬別叫他們替你把脈，不然就可能
出現尷尬的場面。
進餐後，韓醫學生向我們展示一包真空
包裝的棕色液體，並滿足地表示是他親手
製作。稍有涉獵韓國戲劇的話，就會知道
「韓藥」一詞，一包包獨立包裝的棕黑色
湯藥，即撕即飲。可以將它聯想到平日在
瓦煲裡倒出又苦又臭的中藥嗎？相比香港
中醫，韓醫各方面發展較為成熟，所謂
「韓藥」其實是代煎藥，由中央處理繁複
的煎藥程序。韓國代煎服務十分普遍，方
便忙碌的都市人看病。
反觀香港，雖然也有代煎服務，但並不
普遍，很多人都表示聞所未聞。究竟煎藥
麻煩費時這根深蒂固的觀念何時才能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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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奪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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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呢？中醫的發展又何時才能如韓醫般成
熟呢？
韓醫除發展成熟外，社經地位亦十分
高。香港中醫一直不被重視，雖為大學六
年制的全日課程，起薪點卻不及西醫的一
半。甚至聽聞曾有極端例子以8,000元微薄
月薪聘請全科中醫，卻需包辦內科診症、
針灸、手法治療等，實在有辱中醫的專業
知識及資格。
反觀韓國，韓醫地位與西醫地位平分秋
色，家裡出了個韓醫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因此每當我告訴韓國朋友我修讀中醫時，
他們都倒抽一口氣，驚歎道：의사성생
님! （醫生的尊稱）看着他們敬畏的眼
神，我心裡卻只泛起一絲不忿與無奈。韓
國把幾千年文化珍而重之，發揚光大，香
港卻是愛理不理。在我們停下喘口氣時，
人家早已一鼓作氣地前衝，抬頭時只見人
家那小得快消失的背影，我們卻還要跟着
別人的影子走，連跑的勁兒也沒有。
我熱愛中醫，源遠流長的幾千年文化蘊
藏着古人無數的智慧，經過歲月的洗練，
依然屹立。但到底何時才能看到香港中醫
如韓醫般受社會重視的一天呢？我只能拭
目以待。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學士及
生物醫學理學士學生 周昕駧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中大學生會「腦進水」 老屈沈祖堯無承擔

IVE 生兩創意手機 App 奪 5 獎

表，暫時未能估計今年最終收表數，但相信
與去年約600份相若。
他透露，校方會選出約 200 人面試，最
終錄取 43 人，而收生準則面試將佔評分
45% ， 學 業 成 績 佔 40% ， 課 外 活 動 佔
15% ； 面 試 內 容 包 括 了 解 學 生 中 英 文 能
力、常識及 STEM（科學、科技、工程、
數學），題目傾向生活化，期望學生把知
識應用在生活上，如環保、減廢及大數據
等議題。
他坦言，過往考生面試時的科學知識普
通，建議學生可多閱讀報章、科學書籍及參
觀相關展覽，培養興趣。

師長勇於指正錯
誤本應是學生的福
氣，但對一心奢求
縱容的壞分子而言，他們只希望師長是
個盲從附和、包庇惡行的庸碌之輩。中
文大學校長一職近日完成接棒，學生會
乘機「總結」前校長沈祖堯任內表現，
聲稱對方「並無承擔同保護學生嘅勇
氣」，而
「理據」
竟是「指責部分學生噓
中國國歌」、「學生在旺角暴亂被捕時
無就警方
『濫權』
表態」等無稽之談，言
論之荒誕令網民恥笑為「腦子進水」。
中大學生會前日在 facebook 專頁發
文，稱要重溫沈祖堯7年任期中的「光
輝事跡同金句名言」，集中提及歷年多
宗校園政治爭議事件，包括在 2015 年
香港隊與國家隊足球比賽，中大校園舉
行賽事直播期間有學生噓國歌事件發生
後，沈祖堯在網誌強調國歌是國家尊嚴
和團結精神的象徵，呼籲學生認真思
考，不要再讓類似事情再次發生，並引
用國學大師錢穆所言作提醒：「你是中
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學生會就將
之稱為他的一項「罪狀」。
另一項「罪狀」則涉及 2016 年旺角暴
亂事件，有中大學生被捕及被控以暴動
罪。學生會聲稱沈祖堯當時只表示痛
心、譴責暴力，無就警方
「濫權」
表態、
亦無向相關同學提供協助，「所謂親民
卻喺同學有難時就（袖）手旁觀。」
至於較近期的中大「港獨」文宣風
波，沈祖堯聯同9位大學校長共同發聲
明反對「港獨」，成功遏止歪風在校散
播。學生會卻對「港獨」主張違法的事
實、自身瀆職包庇違法違規標語隻字不
提，更將事件自行演繹為「事件顯示中大言論
自由出現危機，『港獨』支持者喺中大嘅聲音
恐怕會受到打壓」。
學生會在總結時聲稱，沈祖堯任來（內）雖
有獲得讚賞嘅地方，「但係（喺）大是大非嘅
事上面，我哋睇唔到佢有作為大學校長應有嘅
風骨同節氣（氣節），睇唔到承擔同保護學生
嘅勇氣」，更謂「祝賀」對方如今終於重返醫
學研究崗位，「遠離大學此等不可或免地充滿
政治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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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批學生會語無倫次
面對「大是大非」事情該如何自處，沈祖堯
其實在卸任前已於校內刊物及傳媒茶敘受訪時多
次發表見解，他表明，遵守基本法，認清香港是
中國一部分等都是大是大非的事，學生應認清事
實，並重申大學不應是政治爭鬥的場所。
遺憾如今看來，個別學生終歸還是執迷不
悟，文章發表理所當然引來網民批評，網民
「廖健」就直斥：「現在的學生會腦子進水
了？」「Bruce Tan」則批評他們是「垃圾
『港獨』派」，語無倫次。
新任中大校長段崇智昨首日上班，形容心情
興奮和緊張，並指今日將參觀校園了解學校運
作，其後跟傳媒會面。段崇智前日向所有學
生、教職員和校友發公開信，強調會以身作
則、開誠布公，實踐「和而不同」的團隊精
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