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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之下，今年

文憑試共誕生7名

7 科 獲 5** 狀

元，他們分別來自

4所傳統名校。其

中聖保羅男女中學

為大贏家，有一名「超級狀元」及兩名狀元；拔萃女書院

則誕生兩名狀元，包括罕見的文科「超級狀元」。而狀元

「常客」皇仁書院，及首次於文憑試狀元「開齋」的香港

華仁書院則各有一人。多名狀元先後表示，今年面對疫情

和文憑試延期、取消口試等狀況，確實影響應考準備及心

情，因此更要保持正面態度，耐心應對。

4傳統名校攬7狀元
女拔誕罕見文科「超狀」狀元：撤題既來之則安之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繆健詩

文憑試狀元一覽
就讀學校

拔萃女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拔萃女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皇仁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除7科5**外，於數學延伸單元亦獲5**，為「超級
狀元」

資料來源：各學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性別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姓名

羅穎賢*

林綽宏*

莊恩盈

盧曉晴

黃摯毅

吳浩渝

洪臻

升學志願

牛津英國語言與
文學

劍橋工程

劍橋人文社會與
政治科學

港 大 或 中 大 醫
科、劍橋法律

中大分子細胞生
物學

港大醫科

港大醫科

「超級狀元」之一的女拔生羅穎
賢，除中英數通識外選修了

英國文學、歷史、經濟等文科科目，
並同時於數學延伸單元獲5**，於歷屆
考試中罕見。她計劃到英國牛津大學
修讀英語與文學。
羅穎賢書面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指，今屆考試先後面對考試延期、取
消口試等意想不到的難關，比預期緊
張，尤其延期後更要打一場持久的心
理戰，直至昨日得悉成為「超狀」，
「先是感到詫異，看到成績時感到難
以置信，然後則感到興奮，喜出望
外，同時也很開心自己的努力得到肯
定。」她自小喜愛閱讀寫作，對文學
很有熱誠，認為可從中領會到歷史與
文化，她亦對從事教育感興趣，希望
日後能藉以貢獻社會。
有份應考出現冷血試題最終被取消
的歷史科，羅穎賢坦言一度對取消試
題感錯愕和無奈，惟當時仍要預備剩
餘科目，遂以「既來之，則安之」的
心態應對，結果亦順利取得佳績。

戴口罩做數學練習最難忘

同校的狀元莊恩盈回覆香港文匯報
時亦指，疫情確實打擾應考準備及心
情，「要戴着口罩做數學練習更是難
忘」，但藉着祈禱和適當作息，得以
保持心境平靜，終能按進度溫習。計
劃赴英國劍橋大學就讀人文社會與政
治科學的她，一直關注環境及貧窮問
題，期望未來能在聯合國或其他跨國
機構從事環保、生態保育、社區持續
發展等工作。

今屆考生經歷「獨一無二」
吳浩渝延續皇仁年年文憑試有狀元

的傳統，不過今年因疫情關係他未有
回校領證書及受訪，改為拍片分享感
受。
他提及當初得知文憑試延期時亦感

忐忑不安，更曾擔心考試會取消。他
形容今屆考生的經歷「獨一無二」，
「在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調整心態和
步伐，把握多出來的時間鞏固知識，
準備考試。」
有感當下疫情有加劇可能，立志成

為醫生的吳浩渝呼籲港人應團結一

致，同心防疫，「在陰霾中一定能再
現曙光，無嘢可以難到我哋！」他亦
會繼續努力學業，希望未來可以回饋
社會，報答身邊親友對他的鼓勵與支
持。
港華上次出產狀元已是舊制會考時

代，該校洪臻今年為母校創下文憑試
的「零的突破」。他昨透過視像訪問
時分享，自己8歲開始便受扁桃腺炎
困擾，「發病時扁桃腺腫大，每次吞
嚥都感疼痛」，其間受到家庭醫生悉
心照顧，因此萌生從醫志向。直至最
近看到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更堅定讀
醫決心，並認為限聚令能有效切斷傳
播鏈，籲市民可配合政府，共同抗
疫。
洪臻直言，得悉今年文憑試延期確

感措手不及，加上停課期間缺乏師長
指點，心理壓力一度很大，幸得社工
開解，「加上我在網上看到一句話
『今日的事不做，明日還是要做』，
這後來成了我的座右銘」，也讓他不
斷自我推動努力學習，結果終成狀
元，總算是如釋重負。

■女拔羅穎賢。 學校供圖 ■女拔莊恩盈。 學校供圖 ■皇仁吳浩渝。 學校供圖

▲ 黃摯毅去年
曾代表香港參
加「國際生物
奧林匹克」競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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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男女中學林綽宏(左)。 fb圖片

◀香港華仁書
院洪臻。

視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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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浸會大學校董會昨日
宣布，任命衞炳江為該校新任校長，接替已屆退休之齡
而不尋求續約的錢大康。衞炳江的任期由明年2月1日
生效，為期5年，而錢大康將留任至今年底。
衞炳江昨日以校長候選人身份，在浸大教學及行政
大樓及網上平台，先後與師生、職員及校友會晤。據了
解，衞炳江於會面中回應了大學持份者關注的問題，包
括研究、國際收生、大學排名、大灣區發展、如何與政
府溝通等。另論壇上，多名出席者問及政治問題，衞炳
江未有正面回應，而談到香港國安法落實後的大學學術
自由問題，衞炳江指，作為學者及管理人員，會義無反
顧維護學術及言論自由，但同時提醒學生及職員要遵守

香港國安法，切勿違反相關條例。有大學教職員表示，
衞炳江熟悉香港，亦具備國際視野，相信會成為優秀的
領頭人。
浸大校董會主席暨遴選委員會主席陳鎮仁表示，有

信心衞炳江能帶領並激勵大學社群繼續履行大學的使
命、構思新意念，帶領大學再創高峰。衞炳江對加入浸
大感到興奮，指會與大學持份者合力提升大學在學術及
教育方面的實力，將其卓越的傳統延伸至更廣闊的範
疇，並藉着創造知識和研究帶來更大的影響。
衞炳江在1981年取得港大物理學理學士學位，並分

別於1985年及1988年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取得碩士及博
士學位。他本身是光纖通訊領域的專家，在2009年獲

選為美國光學學會會士，2010年獲選為香港工程師學
會資深會員，2012年成為國際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學會
會士，以及香港工程科學院院士，同年獲國家科學技術
部批准，獲選加入《國家科技計劃專家庫》。他曾擔任
研究資助局委員，現時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
衞炳江現為理大常務及學務副校長，在服務理大24

年期間，曾擔任不同的行政及領導職務，包括系主任、
工程學院院長、協理副校長、副校長（科研發展）等。
去年11月理大被黑暴佔領期間，衞炳江曾到校園內巡
視，遇到佔領校園的滋事者，對方要求見衞炳江等一行
人清理被暴徒弄致烏煙瘴氣的廚房，其後衞炳江戴上手
套，清理垃圾近半小時。

衞炳江獲委浸大新校長 明年2月上任

■浸大委
任衞炳江
為 新 校
長，任期
由明年2
月1日生
效。
浸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文憑試
放榜，除本地大學外，不少考生都將視
野放開，計劃到外地升學。培僑中學多
名尖子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他們已經或即將獲內地及英國名牌
大學取錄，希望豐富個人體驗，未來於
香港以至大灣區創業。
該校學生林振華於文憑試獲得6科38
分優異成績，數學、化學、物理均為
5**，他早前已獲劍橋大學取錄讀工程，
希望畢業後自己能創業。
他表示，因父親從事工程行業，從小
深受影響便產生興趣，加上中四已有赴
英升學的意願，便尋求學校老師提供支
援，「化學老師有傳授私人筆記給我，
而因為我英文較弱，英文科老師亦有幫
我加強練習。」
他亦提到，疫情期間在家獨自備試，

再加上考試時間未定，一度感到很不
安，但堅持要自律地減壓，「焦慮時會
打遊戲放鬆，但決不會沉迷，勞逸結
合，才會提高學習效率。」

兩科摘星生盼未來灣區創業

同校的許兆麟，對金融深感興趣，昨
日於文憑試數學及經濟兩科摘星取得優
異成績，他報考了北京大學光華工商管
理學院，現已完成最後面試，正等候最
後結果。
他提到，因父母長年在內地工作，只

能透過打電話溝通，希望藉到內地升學
的機會多點陪伴他們，而且現時內地正
高速發展，相信機會會比香港更多，自
己未來更有計劃於大灣區創業。「我覺
得選擇北大比較符合我未來的規劃方
向，我也想感受內地大學的學習氛
圍。」
該校另一考生孫唯嘉，在放榜前已

獲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取錄。她形
容自己是「佛系」考生，認為比起理
科需要老師系統性教學，文科更多需
要自覺閱讀與積累。「拓寬知識的方
式有很多，比如看書，看報紙，參加
交流活動等。」有擔任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青年大使的她又表示，參加社會
活動有助認識社會問題，在拓寬眼界
的同時也可加強思想深度和頭腦靈活
性。

培僑學生許志楨則被復旦大學取錄
入讀經管學院。談及為何選擇到內地
升學時，他認為，內地大學首兩年一
般較有系統教授所選專業範疇的不同
分支，「比如經管學院都要修讀金

融、管理等學科，比起香港升大學時
多直接選科，可讓我更明確自己方
向。」他又指，過往曾透過視頻短片、
論壇了解內地大學的學術氛圍，認為內
地競爭氣氛盛，可讓自己不會懈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對於
今年全部狀元出自傳統名校，有升學
專家分析，疫情導致課堂時間大減，
學生自律性與自學能力較以往更顯重
要，而傳統名校學生普遍於這些方面
有較好表現，或是其「壟斷」狀元的
原因之一。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疫

情下學校課堂及補課時較減少，加上文
憑試延期舉行，考生自修時間大增，
「因此考生的基礎能力、自律性及自學
能力比以往來得更加重要。」
吳寶城說，傳統名校學生基礎能力普

遍較佳，「他們於低年班起逐步打好基
礎，今次（停課）影響自然較小」，而
且校內學習氣氛較濃，相對容易培養出
較為自律和主動學習的學生，可於自修
時透過不同途徑發問和解決疑難。此外
於疫情下應試，也更講求考生抗壓表
現，這類特質亦較大機會於傳統名校學
生出現。
往年公開試不時出現的地區名校或

屋邨狀元，吳寶城認為，疫情下留家
溫習的環境對他們或有一定影響，
「例如比較嘈吵、空間不足等，學生
自修時或較難集中；但始終自律性、
自學能力、是否主動向師長發問等才
是關鍵。」

培僑尖子考獲清華 讚內地競爭氣氛盛 名
校
生
自
律
抗
壓
佳

停
課
影
響
較
小

■中學文憑
試放榜，培
僑中學四名
尖子考生接
受訪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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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 許 兆
麟、校長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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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 許 志
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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