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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血女生苦學中文入名校 劏房男孩盼當差維持治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升中派位昨日放榜，學校

內悲喜交集，有小六生為獲派滿意學位而開懷大笑，也有人

因結果不理想而愁眉苦臉，躊躇着要去哪所中學「叩門」。
其中取錄不少基層學生的鮮魚行學校，整體成績不錯，該校
有巴菲混血兒努力克服中文障礙，周末也會回校溫習，最終

獲首志願的英中名校取錄；也有原居劏房的學生，克服家境
掣肘，憑努力考入心儀學校。兩位同學不約而
同希望成為一名警察，維持社會秩序。

本年度參加中一統一派位的學童增加
3,300 人至約 5.3 萬人，按自行分配學

位及統一派位階段，共有 87%學生獲派首
三志願，較去年下跌兩個百分點，且為 7
年來的新低。若以首志願者計，滿意率則
為74%，則較去年微跌1個百分點。

鮮魚行校逾八成生獲首三志願

位於大角咀的鮮魚行學校本年整體成績相當不
■冰冰在課室壁報
錯，校長施志勁表示，全級共 49 名升中生，逾八
寫上學習目標。
成學生獲派首三志願，數據較去年更好，「但派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位結果是否滿意，最重要還是看學生及家長的意
梁祖彝 攝
願，他們感到心滿意足就可以了。」
他勉勵學生，升中有如競賽一般，雖有輸贏，但更重要的是學會當遇
到困難、情緒低落時，該如何站起來。
該校小六生、巴基斯坦和菲律賓混血兒 Sheema Hussain（冰冰），獲
派第一志願、位於油麻地的真光女書院。雖然冰冰長着一張外國人面孔，
但她的粵語說得相當流利。「我對派位結果感到驚喜，最期待在中學裡認
識到不同的朋友！」
現時冰冰能用粵語對答如流，不過其實她自幼欠缺良好中文學習環
境，父親會說粵語但不會寫中文，母親甚至不能以粵語溝通，坦言「在幼
稚園時與同學溝通並不簡單」，但她深明要融入香港社會，必須學好中
文，未有因少時挫折而放棄，反而更努力，用樂觀的態度面對，「我喜歡
與同學一起玩，其實剛開始他們聽不懂我的話；若東西掉在地上，我會指
着它，利用肢體語言告訴他們我想說什麼。」

▲有學生獲派心儀中學，不禁喜極而泣，與
父母分享喜悅。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周末回校溫習 克服粵語障礙

為了升上心儀學校，不僅要克服粵語這個障礙，還需要在各科多下工夫。
「我比其他同學多花一點時間在功課上面，有時周末我也會回校溫習。」
由於母
親看不懂中文，冰冰會將數學題目翻譯，向母親請教。
冰冰表示，「學校老師也幫助自己不少，平時我們 3 點多下課，但老師
們都會留在學校解答我們的疑難，很多時候他們都是 7 點多才下班。」冰
冰憶述，該校退休校長梁紀昌曾對自己說，希望她能考上督察，好好發揮
自己的潛能，「努力唸書除了是為自己，未來還希望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可以照顧我的家人！」

小六生嘆暴動擾亂社區

該校另一名小六生任耀華，則獲派第二志願的觀塘瑪利諾書院，並表
示對結果相當滿意，非常期待新學年開始。
耀華表示，社會的罪惡愈來愈多，「暴動甚至讓社區造成混亂」，希
望未來能當一名警察，維持治安。
其母任媽媽表示，一家四口原居住於大角咀 120呎劏房，至去年剛獲派
公屋，耀華和姐姐終於不再需要為爭桌子做功課而爭吵。
由於家庭生計只由父親每月萬多元的收入維持，在衣食住行方面均是盡量
節省，為了將資源留給子女，自己從來沒有去過旅行。兒子獲派心儀學校，
任太不忘感謝學校教師，「感謝他們付出，協助孩子在錯誤中學習。」

待現有學生畢業 陳樹渠中學停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由於深水埗校舍未能續約，加上未能成功
覓地建校或與他校合併，陳樹渠紀念中學昨日發通告，決定申請借用前德
貞女子中學校舍作臨時校舍，讓現有學生全部畢業後，即 2024/25 學年
完結後停止辦學。
位於深水埗區的直資學校陳樹渠紀念中學，由於校舍未能續
租，將於現時校址營運至 2020 年 7 月後搬遷。該校昨日發出
通告，指校方經多番努力爭取覓地建校、與他校合併等方
案，但均未能如願，考慮到學生福祉，決定向教育局申請臨
時校舍，並獲批准於同樣在深水埗的前德貞女子中學校舍營
運，直至2024/25學年完結、所有學生畢業後停辦。
該校通告指，學生 2019/20 學年會於現校舍繼續上課，待
新校舍裝修工程完成及獲批註冊後，預計學生將於 2020/
21 學年於新校舍上課。而所有改動工程，辦學團體將承
擔全部支出，不會動用學校儲備、學費收入或政府撥款。
通告指，班級逐漸減少後，政府資源會相應減少，長
遠而言學校財政將出現虧損；但該校辦學團體承諾，
將會承擔一切虧損，且不設上限，以支持學校按
現有標準如常營運，其間學費及獎助學金
政策維持不變直到停辦，繼續提供關
愛校園優質教育的目標。

科大銀彈吸尖子
獎學金可逾 50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放
榜，科技大學率先「出招」，將獎學金
加碼吸尖子。根據該校 2019/20 學年的入
學獎學金，如學生於文憑試獲 6 科 5**或
以上，除了學費全免外，每年的生活費
獎學金亦將由 5 萬元增加至 5.5 萬元，另
個別學院亦會提供一次性的交流獎學
金。以入讀該校 5 年制跨學科雙學位課程
並每年成功續領計，獎學金金額總數最
高可達50.55萬元，較去年增加4.5萬元
科大新學年會為獎學金加碼，考生於
文憑試獲一科 5**起，已有機會獲一次性
或半額學費獎學金。而針對 5 科 5**或以
上者，在全額學費（每年 4.21 萬元）以
外的生活費獎學金也會增加，以獲 6 科
5**計，入讀一般 4 年制學士獎學金總額
最高達 38.84 萬元，個別學院更額外提供
一次性5萬元的交流獎學金；若6科5**尖

■冰冰（右）獲派英中名
校，令母親開心得流眼淚
令母親開心得流眼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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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首志願照
「叩門」
博跨區入心儀英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升中派位
有人歡喜有人愁，若以統一派位甲乙部合
計，79%獲首三志願，57%獲首志願，意味
仍有數以千計學生的派位結果未如理想。其
中位於大角咀的英中——中華基督教會銘基
書院，昨日放榜後即吸引不少人前往「叩
門」，當中包括在選校時保守穩陣而獲派本
區首志願的學生及家長，他們嘗試「叩門」
碰運氣，盼能跨區博入心儀英中。

策略保守未如願 欲「叩門」碰運氣
居住荃灣區的康太與康同學一早就前往該
校，康太指，兒子已派到本區首志願的中文
中學，但始終心儀英語教學環境，故跨區
「叩門」。對於派位結果，她還是挺滿意
的，「畢竟孩子學校全級第一名的同學都派
得不好。」
康太續指，由於小學老師建議在統一派位階
段採取「穩陣」策略，但她認為兒子成績屬於
Band （第一組別）
1
，所以也來試試運氣。
同樣派到本區首志願的胡同學則表示，由

於選校時過於保守，故對派位結果未算滿
意。
他指自己校內成績排名前列，學校老師也
建議他嘗試到收生水平較好的學校
「叩門」。
居住觀塘區的馬太及馬同學亦手持個人履
歷前往銘基書院叩門。馬同學獲派區內一所
中文中學，但由於表姐就讀該校，加上她小
學每年都有十多人考進該校，得悉該校校
風、成績不錯，所以想來「叩門」一試。
馬太指，在個人履歷內準備了一些獎狀，
以及參與花式跳繩、繪畫等課外活動證明，
「她有興趣就讓她試下，孩子高興就可
以。」但她強調，「未必下下都參加課外活
動先係好嘅。」
前來銘基書院「叩門」的朱同學表示，他
僅獲派第三志願，但他沒有想到自己派不到
首志願，難免有點失望。他指出，該校的設
施完善、成績不錯，加上離家不遠，故來博
個機會。雖然他在自行分配學位時曾赴該校
面試，惟沒被錄取，所以他估計「叩門」成
功率只有一半。
■朱同學（左）
表示，對派位結
果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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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太（右）
表示，雖然兒
子獲派第一志
願，但也想跨
區「叩門」碰
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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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倡「正面自我對話」迎放榜

子入讀該校 11 個 5 年制跨學科雙學位課
程，獎學金更可超過50萬元。
入學表現足夠優秀的科大生，其獎學
金有機會每年續領，科大獎助學金辦事
處主任兼副學生事務長林惟良指，一般
續領條件是累積成績平均績點（CGPA）
3.15或以上，但個別獎學金的條件稍有不
同。

「追夢獎學金」
助貧生圓夢
他又表示，除了文憑試尖子外，科大
亦設有獎學金供其他方面的優秀人才申
請，包括跨學科課程事務處按入學面試
時的優異表現，推出 2 萬元一次性交流獎
學金，另校方又成立追夢獎學金，協助
來自特殊家庭背景的同學突破困境、實
現夢想，新學年每位成功申請者可獲發
放2萬元。

◀任耀華（左）獲派觀塘瑪利諾書院，與母
親一起開心慶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科大宣佈新學年的入學獎學金會加
碼。圖為林惟亮（左）及該校兩位曾
獲入學獎學金的學生。
科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放榜結果對數以
萬計中六考生來說都是莫大挑戰，教育局昨日
發表文章，提醒考生可以正向思維去面對成
績，倘若成績與預期的有落差，可以善用正面
的自我對話（positive self-talk），例如「我仍
有很多可以選擇的出路」等激勵自己，亦可安
排感興趣的活動、簡單鬆弛運動，及與家人朋
友教師等分享感受，幫助紓緩緊張情緒。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張巧儀以「作好
準備迎放榜」為題於當局《局中人語》網上
專欄撰文，強調學生面對放榜的未知之數，
考慮發展路途之時，感到緊張、擔心、焦慮
和徬徨是可以理解的。
她表示，相信同學們已掌握了適合自己的升學
課程資料，現時最重要的是嘗試預計文憑試可能
出現的不同成績結果，冷靜思量應對策略。

張巧儀說，如考生成績與預期相似甚至更
理想，入讀心儀學系機會將較大，應可以放
心；而倘若成績未如理想也千萬不用灰心，
可按資料部署調整大學聯招的課程選擇及不
同出路，如同學思想上作好準備，實際上也
有清晰計劃，無論成績如何心亦自然可較為
安定下來。
她又鼓勵同學以「正面的自我對話」面對成
績落差，例如「我仍有很多可以選擇的出
路」、「中學文憑試只是人生中的其中一站，
人生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遇到困難而感
到失望和氣餒是正常的反應，我只要繼續努力
和堅持，一定可以繼續向着理想前進的」等，
亦不妨回想以往的正面經歷，告訴自己「情況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差」或「困境總會有轉機」
可以幫助調節情緒，重新提起勇氣和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