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A25

透視眼

■責任編輯：常 樂

2020年7月8日（星期三）
2020年
2020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聽媽媽話 基層生升中不「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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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校風免欺凌 母信兒
「去到邊都可以發光」

2020 年 度 升 中 派 位 昨 日 放
榜，九成人獲派首三志願中學。

■ 陳致勇收到派位證
後與母親欣喜相擁。
後與母親欣喜相擁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今年疫情打亂了不少小六生的學
習，升中報名及課程銜接均需要

■馮同學指會再去
第一志願迦密中學
叩門。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花更多時間心力處理。有單親基
層升中生，疫情下只依靠老師教
學影片上課，未能即時提問，擔

■鍾同學隻身一人
回學校領取派位
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麥同學獲派第一
志願，心中鬆了口
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施志勁表示疫情下升中令學生心理壓力較大，估計今屆學生升中學後
的適應期會加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心成績跟不上，放榜前非常緊
張，昨日得知結果後直言「鬆了
很多口氣」。獲派第三志願的他
聽從母親意見放棄「叩門」念
頭，認為最重要是校風，其母則
特別寄語兒子：「讀書靠自己，
去到邊都可以發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年有約 5.4 萬名學生參加升中派
今位，較去年增加
1,200 人，不過競

爭加劇下，獲首三志願及首志願的比率
卻不跌反升 3 個百分點，分別有 90%及
77%，更多人成功獲心儀校取錄。昨日
大批小六生回到學校領取派位結果，其
中取錄不少基層學生的鮮魚行學校，整
體成績亦較去年有進步，72%獲首志
願，亦有不少人於自行收生階段已獲取
錄為「正取生」。

獲派第三志願 母囑「適合便可」
該校校長施志勁指，今年新的「正
取生」安排令部分學生可更早於 4 月底
知悉初步結果，讓學校老師能為其餘
學生作更針對性的輔導，選校建議的
精確度大大提升，減少以往學生被
「錯派」的情況，令滿意率提升。他
提到，疫情下升中令學生心理壓力較
大，因小學課程緊張，無法提前進行

■鮮魚行學校學生收到派位證，心情激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升學銜接教學，估計今屆學生升中學
後的適應期會加長，又特別提醒，疫
情下學生及家長需要注意身體及心理
雙重健康。
該校小六生、在同學中以樂觀著稱
的陳致勇同學，獲派第三志願觀塘功
樂官立中學，他一度打算到首志願
「叩門」，但聽從母親意見放棄「叩
門」念頭，又指升學最重要的是校
風，以免出現欺凌事件，認為獲派中
學校風不俗，亦符合自己的成績水
平。
致勇父母離異，連同兩個尚在學的哥
哥都由母親照顧，家中經濟困難要申請
綜援，不過他們母子都樂天知命。由於
母親持家不容易，致勇明白未能自費上
補習班，但亦會尋找教會的免費補習服
務，不會耽誤學習。陳母也分享說「讀
書靠自己，去到邊都可以發光」，寄語
兒子「自己知自己（程度），適合就可

以了。」
疫情之下，樂觀如致勇亦坦言壓力比
較大，放榜前十分緊張，直言領取結果
後較輕鬆。他提到，疫下學習主要是觀
看老師拍攝的教學影片，如有問題未能
及時請教，之前也總是擔心自己成績跟
不上。

「正取生」未取錄 終往心儀校
同校的麥同學，昨日收到「派位
證」的一刻，欣喜若狂，獲派首志願
佛教大雄中學，她指自己被學校氛圍
吸引，決定申請，但在 4 月時未能提早
獲取錄為「正取生」，「一直提心吊
膽，升中放榜後，睇到派位證，鬆了
口氣。」
該校另一小六生鍾同學昨自行領取
派位結果，他形容自己各科目成績平
均，對獲派匯基書院的結果還算滿
意。

■家長及學生在聖芳濟書院排隊叩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校長料疫下筆試更吃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今年升中放
榜，即使滿意率較高，但仍有不少未獲首志願的
學生及家長，在領取結果後即到心儀校「叩
門」，博取入學機會。有小學校長指，疫情下中
學會減少面試名額，以減少人群聚集，估計筆試
表現會更為吃重。

Band 1生被派Band 2 往華仁「叩門」
昨日放榜後，多所地區英中名校都有學生前往
交表申請「叩門」，其中陳同學雖然獲派第二志
願，但仍不甚滿意，堅持往首志願的中華基督教
會銘基書院「叩門」，希望能得償所願。九龍華
仁書院亦有不少學生及家長往「叩門」，其中黃
同學表示，看到派位結果後大失所望，指自己成
績本屬 Band 1，卻被派 Band 2 的學校，由於哥
哥就讀九龍華仁，母親希望兄弟能讀同一所學
校，於是前往「叩門」博一博。

家住深水埗的薛同學，本身有獲第一組別的直
資中學取錄，昨日仍前往旺角的英中伊利沙伯中
學「叩門」。薛母指由於該直資校位處將軍澳距
離較遠，所以在「叩門」階段嘗試申請距離較近
而排名較前的中學。同樣往該校「叩門」的何同
學，本身更是已獲派第一志願，何媽媽指，兒子
成績中上，在選填派位表時較保守，對派位結果
其實亦感滿意，但亦打算把握機會申請水平更高
的學校，「入到就當意外收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校長陳淑儀
指，受疫情影響，不少中學於自行分配學位階
段已取消面試，或改以網上視像面試或要求提
交錄影片段，認為對學生是一種新挑戰。對於
「叩門」情況，她指為減少人群聚集，不少中
學或減少面試名額，相信學校會較注重筆試成
績，小學亦會積極替學生準備推薦信，希望幫
助其「叩門」成功。

全港 IB 狀元 英基獨佔一半

全港23人滿分 佔全球約16%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定於 5 月至 6
月舉行的 IB 公開試取消了，改以校內評
估、校內預測成績，並參考學校過往成績
數據等，得出 IB 最終成績，而國際文憑
組織的數據顯示，今年本港有 2,324 人報
考 IB，考生平均分為 36.31 分，比去年微

升 0.32 分，對比今年全球考生平均分 29.9
分高逾 6 分。全港有 23 人考獲 45 分滿
分，比去年 34 人少 11 個，佔全球 140 名
狀元約16%。
英基屬下七校今年有逾千名 13 班學生
應考 IB，在 12 名滿分狀元中，就讀英皇
佐治五世的狀元 Jun Yeji Lim 打算到港大
修讀醫科，其他的狀元則將到英國及美國
大學名校繼續學業，包括倫敦帝國學院、
倫敦大學學院、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美
國南加州大學、賓夕凡尼亞州大學等。

「好辯狀元」未放榜已獲劍橋取錄
英皇佐治五世的 17 歲馬鈞浩是狀元之
一，他心儀劍橋大學的法律課程，他坦言
本身喜歡辯論，也愛和人探討具爭議性話
題，修讀法律很適合他。在正式公布成績
之前，其實劍橋已向他發出取錄通知書，

港大增獎學金勉疫境文憑試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應屆中學文憑試
（DSE）對考生來說充滿挑戰，為勉勵他們在疫境中努
力不懈，在大學路上繼續發展志向、追尋夢想，香港大
學今年特別新增三項獎學金，獎勵透過聯招（JUPAS）
報讀該校文學、社會科學、社工、護理、教育及文理學
士等不同課程並在文憑試表現優異的學生，獎學金金額
為港幣兩萬至四萬元，不設名額限制。
港大新增獎學金分別針對三類課程的學生，校方會按
其 DSE 成績、個人簡介、課外活動、社區參與等整體
因素考慮申請，不設限額。其中入讀文學及社會科學大
類收生課程的學生，每人可獲港幣四萬元的港大「Aspiration 獎學金」，鼓勵他們入學後首年積極探索個人興
趣和能力，並在二年級選定主修發展志向。
因應香港社會對醫護、社福及教育界的人力需求，港
大會向入讀護理、社工、各教育學士課程的DSE生提供
「REACH 獎學金」，鼓勵他們承傳對社會的貢獻，每
名得獎學生可獲兩萬元。
港大去年新增五個涵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環球衞
生及發展的文理學士（BASc）課程，為未來培育跨學科
創新人才鋪路，校方今年將向入讀有關課程的優秀DSE
考生提供兩萬元「年度未來領袖（F.L.Y.）獎學金」，支
援他們參與初創活動，而獲獎學生亦可優先參與港大舉
辦的企業家大師班、講座、工作坊等，推動他們實踐初
創意念發展夢想。

■大灣區幼兒教育與融合發展研討會早前
在港澳佛山三地連線同步舉行。大會供圖

■英基學校協會7間院校今年有12名考生於IB考試取得 45分滿分成績。
家人得知後異常興奮，忍不住歡呼。就讀
沙田學院的劉悅知將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
分校鑽研電腦科學，未來希望可透過高科
技幫助弱勢社群。
另一名女狀元袁彩明表示，自己愛閱

英基圖片

讀，看英文書更明顯提升其英語水平及
表達能力，也對學習很有幫助，這名尖
子已打定主意到牛津大學讀法律系，並
笑說：「我本身很怕血，不適合讀醫
科。」

「未來工程師」賽三組別得獎者誕生

■張澤松（右一）與小學組一等
獎學生及教師合照。 聯盟供圖

■張澤松（左一）與初中組一等 ■周文港（左二）與高中組一等
獎學生及校長合照。 聯盟供圖 獎學生及教師合照。 聯盟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
推動STEM（科學、科技、工程
及數學）教育為世界趨勢，為了
讓學生有機會實踐所學，由香港
科技創新教育聯盟等主辦的「第
二屆未來工程師大賽」正好提供
了相關平台。比賽日前公布結
果，順利選出三個組別的各個獎
項。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早前與
香港工程師學會、 工程及科技學
會香港分會、 電機暨電子工程師

學 會 ( 香 港 分 會 )、 嶺 南 大 學
STEAM教育及研究中心、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聯合舉辦了「第
二屆未來工程師大賽」 ，比賽分
小學、初中及高中三個組別，共
收到逾80支隊伍報名。
三大工程師學會組成近 30 人
的專業評審團，經過評審後，
選出了各個組別的獎項。小學
組、初中組及高中組一等獎分
別由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的「
i love 智能課室」、聖保祿學

校 （ 中 學 部 ） 的 「 Laughter
Catcher」 和 伯 裘 書 院 的 「
“SHACKS”: The Ozone Deodorization & Manure Storage
Managing System」獲得。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大會
今年取消頒獎禮，改由香港科技
創新教育聯盟主席張澤松及副主
席周文港到校頒發獎座及獎狀。
其間不少學生表示有意將作品繼
續改進、甚至實體化，聯盟承諾
為相關學生提供更多協助。

三地專家探索灣區幼教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英基學校
協會昨日公布轄下七所學校學生應考國際
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的成績。整體而
言，英基學生 IB 平均分為 35.7 分，比本
港考生平均分低約 0.6 分，但高於全球考
生平均分約 6 分。同時，英基今年誕生了
12 名考獲 45 分的狀元，佔全港狀元人數
的一半；24 人考獲 44 分為「榜眼」，除
了一名女狀元擬入讀香港大學醫科外，其
餘11名狀元將到英國及美國升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幼兒教育是培育新一代的
開端，由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中心主
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幼兒教育
與融合發展研討會」，早前於
香港、澳門和佛山三地舉行，
共 200 餘名專家學者出席，就區
內學前教育人才交流與合作分
享意見。
是次研究會以「探索灣區幼教，
共育時代新苗」為主題，上月分別
於香港、澳門和佛山三地以「線
上+線下」方式同步進行，並各有
多名專家學者進行主題演講及探
討。在香港部分，特區教育局前局
長吳克儉致辭時指，香港正在多方
面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希望在此
背景下繼續利用香港的優質教育
資源和優勢，加強教育人才雙向
流動機制，攜手推進區內幼教事業
發展。
在澳門部分，澳門大學教育
學院院長王闖提到，粵港澳各
地幼兒園需要積極參與大灣區
的建設，才能更好融入學前教
育發展的新潮流，而共同師資
培訓，建立健全教育質量保障
體系，是今後灣區學前教育合作的關鍵。
廣東省教育廳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
任王靜嫻於佛山會場上表示，是次活動有
利於粵港澳三地共同探討幼兒園建設、幼
教理念建構、幼兒教育實踐路徑，並分享
學前教育的經驗。她指出，近年來廣東幼
教致力於研究探索三地幼兒園締結「姊妹
園」，為大灣區幼教人才作交流示範，希
望未來將推動更多「姊妹園」結對，實現
學前教育的融合與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