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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友生奪佳績 盼研藥治病友
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

碰一碰都變內出血 長期居家自學成才

0!
文憑試昨在疫情籠罩下放榜，全港 5 萬
名考生或喜或憂。對身患遺傳性血友病的
香島中學考生朱俊東來說，拿到成績單的
一刻，心中放下無數塊大石。因一般身體
跌碰撞擊也有機會變成內出血，他除學習
外甚少離家，惟也培養出其自學能力，讓
他得以取得 6 科 36 分佳績。自小立志當
科學家的俊東，正準備於大學踏上科研路

■身患遺傳性血友病的朱俊東因身體狀況而 ■疫情下大多數考生都透過電子形式放榜查閱成績單，不過部分學校亦
長期居家學習。
受訪者供圖 會安排少數學生，分批回校及進行輔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追夢，他的目標是能研發針對血友病的藥
其不可治癒的「魔咒」。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俊東尚在襁褓之中便被確診患遺傳性血友病，
因體內缺乏凝血因子，讓其日常生活戰戰兢

兢，運動也是一種奢侈。昨放榜後他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細談自己成長及學習經歷，他覺得「最苦
惱的就是體育課」，本應充滿活力的年輕身軀，若
稍微碰撞，內出血只是小事，最嚴重時甚至需要長
時間臥床，停止所有身體活動。他以平靜嗓音，微
笑着緩緩道出當時艱辛︰「因為身體原因一周至少
缺課一次，走不了路也是正常的……」
俊東於上海出生長大，數年前轉學來港，原因之
一是其母親多年前來港工作，和朋友共同經營項
目，但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香港的高端醫療水
平，能給俊東帶來不一樣的明天，而他的父親則留
在上海工作，與家人分居兩地。

家中抱着課本 網上搜索短片
因為顧慮身體狀況，居家生活佔據俊東人生的大
半光陰，長期居家，反而養成了自學的好習慣。俊
東笑言，疫情對於早已習慣居家的他影響很小，無
法正常上課，其實是最考驗自學能力的時候，他緊
緊抓住這一時機，在家中抱着課本，心中緊記理科
學習心得「理解」二字，同時在網上廣泛搜索與課
堂內容相關的短片，雙管齊下。
被問及學習壓力時，俊東笑着回答︰「反而身體
原因才是壓力的源頭。」「可能比起我自身的壓
力，媽媽壓力更大，來港後醫療開支多了不少，媽
媽工作之餘，還要照顧我。」
文憑試面對的挑戰始終遠超平時，學校老師曾建
議他申請考評局的特別考試安排，確保能於考試順
利發揮。不過，俊東自覺血友病並非大事，只要做
好考前準備，注射凝血因子便可，家人也相信他能
應付普通考試，所以最終也未有申請。自信為他帶
來好運，身體無任何不適順利通過考試，最後更獲
得 6 科 36 分佳績，包括中文 5**，數學、物理、生
物等多個數理科也有5*級。

希望入讀神科 終結不治魔咒
滿意的成績單是對俊東堅持學習的認可，亦是命
運給予他不懈追求夢想的禮物。談及未來理想，他
靦腆地笑了笑，「其實都好老土，就是小時候常說
的要當科學家」，說法雖老套，但理想總是閃耀的
星星，吸引着學子前赴後繼去探尋。他希望能入讀
近年收生分數高企、被稱為新晉「神科」的科技大
學國際科研課程，延續小時科研夢，更以自主研發
針對血友病的藥物治療為目標，以推進相關範疇臨
床實驗的研究現狀，有朝一日終結血友病不可治癒
的「魔咒」。

▲焦瑾珊除了應付文憑試，還要接受香港體育學院的乒乓球訓練。
耀能協會圖片
◀花利亞熱愛書法，希望可以透過書法告訴其他少數族裔人士，學習中文其
實不難。
紅十字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
文憑試一波三折，對身體羸弱的特殊
學校考生而言，升學路更是險阻重
重。有腦麻痹的少數族裔考生因文憑
試延期後碰上齋戒期，而需要在凌晨
3 時進食及拜神，再一直堅持溫習到
早上考試，至晚上才能再進食。疲憊
沒能把她打垮，這張得來不易的成績
單，當中的評級雖不如狀元般亮麗，
卻證明了她有鋼鐵般的鬥志，能常人
所不能。
疫情大爆發令特殊校考生壓力尤其
沉重，其中香港紅十字會轄下 3 所特
殊學校，今年有15人出戰文憑試，而
瑪嘉烈戴麟趾學校的巴基斯坦籍女生
花利亞，應考了 5 科。她患有右半側
痙攣性腦麻痹，故半邊身乏力，影響
寫字速度，每科要較普通考生多用
65%時間完成試卷。

日間禁食 通宵溫習
文憑試一再延期，打亂了花利亞的
計劃，因為新考期正值伊斯蘭教的齋
戒期，禁食令她比平時更累，亦大大
影響其精神狀況，「我感到很大壓
力，當時睡眠不足，考試溫習期間更

試過在凌晨 3 時進食及拜神，之後再
入房溫習到早上考試。我有很大困
難，但沒想過放棄。」
最終她順利完成考試，並即將到展
亮技能發展中心修讀活動助理課程。
雖然她是少數族裔，卻努力學習文言
文，「在師長教導下，我逐漸掌握較
為淺白的文言文，更培養對中國文化
及書法的興趣。」將來她會繼續學習
書法，發展個人興趣。
至於甘迺迪中心的林嘉恩，雖然患
有腦麻痹，仍取得 6 科 19 分的成績。
她希望入讀理大設計學，「雖然身體
有限制，但我仍可以發展自己的興趣
及所長，希望將來我的藝術作品可以
鼓勵其他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難的
人。」
此外，耀能協會旗下學校有13人應
考文憑試，其中2018亞殘運乒乓球賽
季軍、高福耀紀念學校學生焦瑾珊考
獲 6 科 11 分，她患有脊椎腔內硬膜血
腫，要以手杖輔助步行。
她指今次備戰文憑試的過程十分難
忘，「疫情下未能面對面上課，主要
透過網上課堂及電話方式與老師討論
操練過往試題，而最大考驗是在家溫

習比較心散」。
除了文憑試，她亦要接受香港體
育學院的乒乓球訓練，憑着毅力，
她順利完成考試，並已獲職訓局的
基礎文憑課程取錄。她希望未來在
乒乓球的路上取得卓越成績，為港
爭光。

發音雖不完美，但已經進步了不少！」她
提到，與本地學生溝通時不應「怕醜」，
例如對着「好 chur」這類地道用語，不懂
時便要發問，才能慢慢進步。
除了日常溝通外，蘇琪初時的英語水平
也相對較差，為此她特別設定時間表，逐
一攻克聽、說、讀、寫等範疇，除了看書
閱報、聽歌看電影外，「我每個星期都會
反思學得好和不好的地方，並寫成一兩篇
英語文章，讓老師批改。」持續努力讓她
於文憑試英文科獲得不錯的 5 級，在
IELTS亦考獲7分水平。

父母皆藍領 蝸居板間房
說到自己的家境，蘇琪不願多談，因
為不希望將焦點放到父母身上。她透

露，一家三口居於區內板間房，進出均
需攀爬 6 層樓梯；父母從事藍領工作，
「他們為了我犧牲不少；我希望補習英
語，他們隨即每個月花一千元供我補
習。我非常感謝家人，對父母好一點就
是一種慶祝方式！」
蘇琪認為，香港是多元化國際化的城
市，加上教育制度完善，學習方面資源
多，也有實習計劃及不同的比賽平台展示
學生能力。她提到，自己早前便參加學界
商業類比賽，啟發了個人興趣，故未來升
學會選擇大學商科課程。
縱然未來道路充滿未知，她表示將在大
學接觸更多事物，慢慢摸索出屬於自己的
道路。縱然香港經歷社會動盪，但她認
為，「香港仍然有不少機會，例如可與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對他
們來說，文憑試不只是資歷，亦是證
明自己決心透過學習改過自身的機
會。懲教署 3 個懲教所的 9 名在囚青
年昨日亦迎接放榜，其中兩人取得入
讀本地大學的基本資格，包括歌連臣
角懲教所一名考生獲6科20分；而壁
屋懲教所一名考生去年雖獲 6 科 23
分，但英文只得 2 級，今年重考終取
得達標的 3 級，他希望升讀大學社工
課程，以自身經歷幫助社會上有需要
的人。
9 名懲教所考生今年共報考文憑試
44 張 卷 ， 其 中 30 張 取 得 2 級 或 以
上，佔總數 68%。懲教署助理署長
（更生事務）溫明淇指，在囚青年參
與文憑考試並非易事，「他們大部分
在入所前只有初中程度，以不足一年
的時間追上三年的高中課程。過程
中，學員都表現出求學的決心和毅
力，克服學習上的困難。」他指各人
透過考試，除了考取認可資歷外，亦
能建立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故呼籲
公眾給予更生人士公平機會，接納及
支持他們重返社群。

克服先天缺陷 特校生奪兩分
至於羅怡基紀念學校的張浩然，也
有與別不同的成長故事。他是早產
嬰，一直以輪椅代步，也同時患有感
知及讀寫障礙，對文字及立體圖形認
知甚感困難。
他形容自己要認讀一句文字或一個
圖表，就得比平常人花上十多倍時
間，「要考文憑試原本是不可能的任
務，但我仍勇於接受挑戰，最終於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取得 2 分」，
盡力克服先天限制，他對成績感滿
意。
浩然對音樂、唱歌有濃厚興趣，盼
修讀賽馬會特教青年學院的 e 樂團創
演培訓課程，「我想成為音樂人，日
後從事音樂創作，能在台上得到別人
的掌聲和歡呼聲。」

不諳粵語英文差 新來港女拚搏獲佳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贏在
起跑線」並不代表一切，哪怕客觀條件匱
乏，努力付出必有回報。慕光英文書院考
生蘇琪，一家三口蝸居在板間房，兩年前
來港時不諳粵語、英語水平較低，但沒有
妄自菲薄，虛心向老師討教，最終考得 6
科 33 分佳績，中文及數學更分別獲 5**及
5*。她期望未來能升讀大學商科課程，除
了希望學有所成、報答父母，也願以自己
能力為香港繁榮穩定作貢獻。
「我一直都在適應，因為一直都有嘢
improve（改進）」，自蘇琪來港後，一
直抱着不卑不亢的態度適應新生活。她憶
述初來港時「完全不會說廣東話，也非常
緊張；猶幸老師鼓勵我去參加粵語朗誦比
賽，讓我在朗誦詩歌的過程中學習。我的

■在囚青年在今年考試中取得滿意成績。圖為
壁屋懲教所青少年在囚人士圍在一起分享彼此
的成績。

兩在囚考生獲升大資格

齋戒期奮力應戰
腦痹女堅持不屈

物治療，為世上像自己一樣的病患，終結

■蘇琪獲得33分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灣區城市合作，發揮本港優勢。」她又期
望香港能恢復繁榮穩定，自己可發揮所
長，貢獻社會。

■港大附屬學院截至昨午吸引約 1.2 萬人報
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學校電子放榜
大專網上收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疫情下，大多
數學校都改以電子形式放榜，只有少數學校會
安排學生分批回校作輔導。而大專院校亦有分
別實行網上、現場「雙軌」收生，其中港大附
屬學院截至昨午，吸引約 1.2 萬人報名；而全
面採取「網上統一收生」的職訓局，首日亦運
作暢順，共派出約1.1萬學額。
港大附屬學院校長陳龍生表示，截至昨午 1
時，約有 1.2 萬人報名，人數與去年相若；單
以昨日計則有 1,800 人申請，當中九成二人以
網上系統報名，只有約150人現場報名。
至於職訓局，今年在疫情下其放榜後的「統
一收生計劃」全面改以網上形式進行，昨首日
運作大致暢順，派出約 1.1 萬個學額。該局提
醒，「統一收生計劃」至 27 日仍然會繼續，
學生可登入系統報讀學士學位、高級文憑等各
種課程，並須於 27 日中午 12 時前於網上辦妥
註冊手續。
除了撲學位，不少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亦積
極尋求協助。其中青協及學友社的放榜輔導，
在放榜前至昨下午，累計共收到近 2,000 宗求
助及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