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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子拿不起 都要讀上去
呼吸機輪椅長伴 22 載 黃鎮滔縱失手仍不放棄

■鮑錐耀
鮑錐耀（
（右）與媽媽合影
與媽媽合影。
。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楊曉瑩 攝

■謝斯敏對取得佳績感到
滿意和感恩。
學生供圖

■此次文憑試有小小失手的黃鎮
滔說：「我會一路讀上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田綺玲
田綺玲（
（左）與爸爸合影
與爸爸合影。
。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楊曉瑩 攝

對 SEN（特殊教育需要）考生來說，文憑試不單是一場重要
考試，更是要用意志攀爬的高峰。天生患張力亢進症的 19 歲小
妮子郭曉明，做過大大小小 6 次手術，卻從未因病魔而降低自我
要求，巨大壓力令她經常深夜哭泣，第二日卻總會擦乾眼淚繼續
前行，她用每分鐘 20 個字的速度一點一點「書寫夢想」，最終
斬獲 6 科 19 分的佳績。而從小與呼吸機為伴、靠輪椅代步的黃
鎮滔「重的杯都未必拿到」，卻從未少交一次功課，甚至一日溫
足 9 句鐘功課備戰 DSE，雖然最終失手令他與最心儀的學士課程
擦肩而過，但亦樂觀地說：「我會一路讀上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張力亢進症令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
學校學生郭曉明手握力弱於常

人，腸及食道亦有問題，常引起胃酸
倒流、乏力等不適，她前前後後做過
6 次手術，其中兩次手術更長達 9 小
時。小學讀主流學校的她，因身體和
學習需要最終還是選讀特殊學校，但
這亦未有令她降低自我要求。

試前發高燒 全靠母照顧
曉明每分鐘僅能寫約 20 個字，DSE
考試每 45 分鐘要休息 5 分鐘，日常學
習較常人更花工夫，課餘她亦有參加
補習，希望爭取進步。她特別感謝犧
牲工作全職照顧她的媽媽，「我在中
文科口試前發高燒，媽媽一直在旁為
我敷冰袋，最後考獲 5 級，我很想感
謝她」，最終，曉明考獲 6 科 19 分尚
可的成績。
不過由於英文科失手只獲 2 分，曉
明未能入讀學士學位課程，不過她放
榜前已經獲得理大人力資源副學士
「有條件取錄」，她將前往確認學
位，期望日後畢業可銜接理大或浸大
商學院課程，今年暑假亦會到積金局
實習，希望最終圓夢商界。

溫習易疲累 仍主動備試
至於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考生
黃鎮滔患有中央核肌病，22 年來一直
與呼吸機和輪椅作伴，長期住院，甚
至連「重的杯都未必拿到」的他卻樂
觀豁達，從不自怨自艾。因身體原
因，對常人影響不大的感冒，會令
他住院兩個星期，平均每學年他都
會至少入院一次。在 DSE 備考前
期，鎮滔再次病倒。陪伴鎮滔 10 年
的教學助理王紹康坦言，當時亦有替
鎮滔擔心，但鎮滔出院後主動於休息
和吃飯時間找老師補課，儘管溫習半
小時就會疲累，卻還堅持補足因病未

文 憑 試 放 榜

■郭曉明從未因病魔而
降低自我要求。
降低自我要求
。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即時交的功課，令他十分感動。
通識科老師區和明讚揚鎮滔學習態
度良好、能力不俗；英文科老師周穎
欣亦表示，鎮滔使用呼吸機會影響口
試表現，「影響發音、難大聲說
話」，但他卻主動備試，用心溫習，
最終表現令人滿意。
鎮滔經歷兩次大手術，現時情況穩
定，毋須 24 小時無間斷戴呼吸機，惟
全身肌肉無力，需定時「抽痰」，難
長時間書寫，在準備應考文憑試的兩
年內，最多一日能溫習 9 小時功課。
受病況影響，他在 DSE 獲特別安排，
每 45 分鐘可小休 10 分鐘，豁免英文
科聆聽，使用中文及英文應考科目分
別獲加時 50%和 60%，最終考獲 6 科
11分的成績。
立志成為會計師的鎮滔拿到 5 間大
專院校會計課程的「有條件錄取」，
包括最心儀城大會計學士課程，但由
於數學及中文均「失手」未達入學標
準，正研究會否覆核，暫計劃先入讀
會計高級文憑課程，並會努力「一路
讀上去」，將來考獲會計師牌照。
一直以「盡力」為座右銘的鎮滔，
勉勵其他有身體障礙的學生「別想着
自己的缺陷，盡力發揮、不要放棄，
成績不代表一切。」

■申請商學院的學生等待遞交申請表
格。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楊曉瑩 攝

跑步跨過考試
腦痹生放眼殘奧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瑩）身體
有殘障的文憑試考生，儘管分數未必亮麗，
但他們對學習及追夢所付出的努力，其實並
不遜色。就讀香港耀能協會田綺玲學校的鮑
錐耀，因為腦麻痹後遺症令雙腳行動不便，
但仍憑堅毅努力練習跑步，成為現役殘疾人
港隊短跑代表，同時兼顧溫習與訓練。雖然
放榜成績未如理想，他仍希望能升讀體適能
課程為當教練鋪路，放榜後會全力投入比
賽，期望爭取2020年東京殘奧入場券。
今年 19 歲的鮑錐耀由於早產而患腦麻
痹，雖大致康復但雙腳仍行動不便，亦有過
度活躍及專注力不足。因為精神壓力及時間
分配欠佳，他於文憑試考 6 科只獲得 5 分，
坦言對成績不滿意，但仍希望報讀體適能銜
接文憑課程，未來成為教練，將自己對運動
的熱忱傳遞給下一代。
田綺玲學校另一考生李諾晞同樣患腦麻
痹，今年成績亦欠佳，但她仍努力追夢，希
望升讀與甜點及咖啡製作相關的文憑，畢業
後開設屬於自己的咖啡店。李爸爸則認為，
女兒於考試盡力已經足夠，也對諾晞有清晰
的事業方向目標感欣慰。

恒大報讀人數年升3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實習記者 楊
曉瑩）今年約有兩萬名考生獲「33222」或
以上成績，爭奪約 1.3 萬個 8 大聯招學額，
教界估計，5 科 20 分以上較有機會獲取錄，
故放榜後不少未能「穩操勝券」的考生急急
趕往各自資院校尋求出路。其中去年底正名
的恒生大學昨日放榜日有逾 7,000 人報讀，
按年上升35%。
恒生大學署理長許溢宏表示，報讀人數增
加主要受大學的正名效應影響，感謝家長與
同學的信任，而由於今年獲「33222」總考
生數下降，該校預計收生平均分由 17 分降
至16分左右，並維持1,200人的收生目標。
考獲 18 分的溫悅宜昨放榜後前往恒大報
名，她表示成績比預期好，又有感恒大已經
升格，認受性會較高，所以報讀工商管理課
程。同樣報讀該校周琪桉，連同日文的 5
分，於文憑試共獲得 20 多分不俗成績，由
於中學有選修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所以
選報工商管理。
就讀文理書院的羅尚言則希望能夠就讀恒
大的新聞及傳播學課程，他表示自己喜歡寫作
但於英文科失手，擔心未獲聯招取錄，加上有
朋友已經在同一學系就讀，所以前往報名。

黑暗中摘星
視障女連講
「5 個多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黑
暗環境下幾乎失明，視力僅為常人
九分之一的謝斯敏，是今年成績優
秀的 SEN 考生之一，她一舉奪得 3
科 5**，5 科達 33 分。她形容成績佳
令自己「喜出望外」，對自己縱有
「小小的障礙」但亦能完成不錯的
目標，感到開心又感恩，她一連說
出「5 個多謝」，表達對老師和家
人的感恩之情。
17 歲的謝斯敏就讀香港道教聯合
會鄧顯紀念中學，希望未來可進入
「三大」讀商科。她感謝鄧顯老師
6 年來的悉心栽培和照顧，令她的
成績由「一般般」到如今令人滿
意，又感謝心光盲人學校教會她不
同的生活技能和學習方法，亦將這
次出色的成績歸功於家人的支持。
對於這次考試，斯敏亦有些許失
望，英文失手只得4級令她沒有達到
心儀學科的要求，「但總體上令我

很滿意，令我知道就算有小小的障
礙，但我都可以完成了一個比較好
的目標，真是很開心，很感恩。」
鄧顯中學校長劉志遠表示，斯敏
平時一貫表現優異，此次成績是正
常發揮，又指她對自己要求嚴格，
盡量做到和其他同學一樣，本來可
在 DSE 申請加時，但她並沒有提出
有這方面的需要。曾經為斯敏提供
支援的心光學校資源老師王曉蕙
說，斯敏為人謙虛刻苦，嘴上說得
輕鬆但私下很用功，學校組織出國
遊玩時，她亦會帶上中史課本抽空
溫習。
就讀英華女學校的蔡樂詩由於視
網膜退化，只能看見微弱的光和
影，但她憑藉刻苦的學習精神，於
文憑試中取得尚可成績，達到城大
翻譯及傳譯副學士取錄要求。她寄
語同路人，無論成績如何，只要盡
力而為就不會後悔。

學友社青協接近2000放榜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放
榜日有人歡喜有人愁，截至昨日學
友社及青協放榜熱線共接獲近 2,000
宗求助個案。部分個案因文憑試成
績與預期落差太大而大感徬徨，亦
有個案顯示考生對課程了解不足。
學友社提醒同學，考獲 5 科 18 及 19
分亦要多考慮其他出路；青協則建
議成績未如理想的同學，有需要可
邀請家人或朋友商量或作伴，不要
獨自面對。
學友社自 7 月 6 日起設立「放榜輔
導熱線」，截至昨日下午 4 時接獲
1,014 個求助，單是昨日便有 433 宗
個案。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
城提醒同學要把握聯招（JUPAS） 改 選 機 會 ， 而 4 核 心
科+1 選修科獲 18 及 19 分的
考生排序更應採取較保守
策略，同時亦應報讀其
他聯招以外的專上課
程，以作兩手準
備。
青協從 7 月 8
日開設「放
榜支援服
務 」

，截至昨日下午 6 時處理 950 宗個
案。有考生個案原預計可獲 5 科 20
至 22 分，但最終只得 13 分，擔心無
書讀而泣不成聲；部分考生態度則
過於樂觀進取，欠缺聯招改選策
略；另有考生及家長未有深入了解
課程資訊，單憑主觀感覺或他人游
說，便倉促報讀副學位課程。
青協提醒成績未如理想者，不少
自資院校在放榜後亦有開放學士學
位及副學位課程申請，學生仍可以
透過非聯招的方式繼續升學，毋須
太過自責或焦急，又建議考生宜深
入了解課程內容及其認受性，尤其
是部分聲稱可以從事專業行業的副
學位課程，如「護士」及「社工」
等，考生應到相關機構查閱課程是
否獲專業認可。
■學友社昨日接獲 433 宗
求助個案。
求助個案
。 學友社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