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SE探花讀測量圓追風夢
盼結合城規測量知識 獻力應對氣候問題

中小學增85篇經典 育品德增修養

大學聯招（JUPAS）

昨日放榜，共有約1.55萬

名中學文憑試（DSE）考

生獲派八大及公大學士學

位。除了狀元去向及「神

科」招生情況受關注外，

今年聯招還有多名尖子依

從本身興趣選讀氣候、文

史及基礎科學相關課程，

展示香港年輕人的多元

性。考獲5科 5**的「探

花」陳浩軒，自小熱愛大

自然與天氣颱風等資訊，

更創建了有關追風及氣候

變化的社交平台專頁，吸

引大批同好者追隨。他將

入讀港大測量學理學士，

打算結合城市規劃及測量

專業知識，為應對氣候問

題出一分力。醉心歷史研

習與文物考古、獲 4 科

5**的李清雅，則獲得中

大歷史系取錄，希望透過

發掘更多讀史的樂趣和機

會，從而貢獻世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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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招放榜，中大及港大前日已率
先公布分別取錄4名及3名狀元，

其中6人入讀「神科」醫學院。其實，今
屆的文憑試尖子選科興趣亦相當廣泛，
顯示香港青年人才的豐富多元面貌。

中一建專頁吸逾千同好
港大今年為13名於各學院中考獲最佳
文憑試成績的考生授以「明德學子」獎
學金，包括來自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的「探花」陳浩軒。他自小學已對天氣
颱風等氣候和天文知識深感興趣，中一

那年，更建立了一個有關追風及氣候變
化的專頁，原只為與友伴討論，卻意外
吸引過千名對地球氣候變化的同好追隨
和關注。
陳浩軒認為，城市建築及人類活動與

氣候及環境緊密相連，遂決心入讀港大
測量學課程，希望深入認識如何透過良
好的城市規劃，在發展和環保間取平
衡，繼而紓緩氣候問題對人類的影響。
他直言，家人曾向他提出考慮報讀
「神科」，但自己目標清晰，商量過後
更成功說服家人和老師支持其決定，認

為大學選科最重要追隨個人興趣，「不
要被分數牽着鼻子走。」

女尖子愛考古 讀中大歷史系
入讀中大歷史系的李清雅亦是4科5**

尖子，她對歷史情有獨鍾，深信鑑古通
今有助掌握世界文明的演變，又曾參加
中國歷史研習計劃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的
「青少年文物之友計劃」，過程中研讀
海量文獻資料撰寫歷史專題文章，以及
實地考古的經歷讓她着迷。她並期望通
過主修歷史發掘更多讀史的樂趣和機

會，從而貢獻世界。
中大另一名考獲4科5**及2科5*的吳

摰諾，則入讀該校理論物理精研課程，
除了數理成績好外，他的音樂造詣亦
佳，鋼琴與單簧管各達演奏級水平，更
曾於多個機械人及音樂比賽獲獎。
他認為，對自然世界無止的科學探
索，其實也是一門藝術，他享受解開科
學謎題的過程，時有新概念的衝擊，備
戰文憑試也沒有阻礙其探索課本以外的
世界，包括研讀《費曼物理學講義》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了全面培
養學生的語文素養，提高他們運用語文的能
力，同時兼顧品德培育和文化薰陶，教育局
昨日公布增設85篇經典古詩及文言文篇章
篇目，作為小一至中六共四個學習階段的建
議閱讀篇章。教育局建議學校可於新學年
起，在課程內逐步加入相關作品，至2024/
25學年或以前完成，讓學生多讀經典作
品。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中國語文教育）
何燕萍在教育局網上專欄《局中人語》撰文
時表示，「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去年發
表的最後報告，建議要從小培養學生欣賞中
國文學作品和文言經典，再於中學階段逐步
加強有關培育，教育局就此成立專責委員會
跟進此事。
委員會其後建議在小學階段，主要選取音

節優美，琅琅上口的古詩文作為建議篇章，
讓學生多誦讀，感受作品的語言文字和思想
內容之美。
中學階段的建議篇章要作為學生閱讀的核
心部分，讓學生透過熟讀精思，掌握篇中文
學、文化內涵。
教育局建議，學校於新學年在課程內逐步
加入篇章，可考慮增設文言經典單元，或配
合單元主題加入相關的篇章。早前教育局曾
與出版社會面，歡迎出版社將建議篇章加入
課本及設計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以方便教師
教學。
何燕萍特別提到非華語學生，教師可因應

他們的能力和興趣在不同學習階段的篇章中
靈活選取合適的材料。上述篇章篇目已上載
至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tc/curricu-
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
ed-passages.html），而篇章賞析及其他相關
資料，如教學設計、朗誦錄音、書法欣賞，
將陸續上載；不同主題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亦已展開，以幫助教師掌握篇章要點和藝術
特色，設計和安排教學活動。

教局於中小學學習階段建議篇章篇目

註：只列部分 *為現行香港中學文憑試指定的部分考核作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

《守株待兔》韓非子
《孟母戒子》韓嬰
《七步詩》曹植
《詠鵝》駱賓王
《回鄉偶書》賀知章
《春曉》孟浩然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王維
《靜夜思》李白
《賦得古原草送別》白居易
《遊子吟》孟郊
《金縷衣》杜秋娘
《畫雞》唐寅

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

《二子學弈》孟子
《鄭人買履》韓非子
《鷸蚌相爭》戰國策
《折箭》魏收
《出塞》王昌齡
《早發白帝城》李白
《客至》杜甫
《楓橋夜泊》張繼
《題西林壁》蘇軾
《朱子家訓》朱柏廬

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中六）

《曹劌論戰》左傳
《論仁、論孝、論君子》*論語
《出師表》*諸葛亮
《陳情表》李密
《師說》*韓愈
《始得西山宴遊記》*柳宗元
《岳陽樓記》*范仲淹
《六國論》*蘇洵
《四塊玉閒適 (南畝耕) 》關漢卿
《沉醉東風漁父詞》白樸
《滿井遊記》袁宏道
《左忠毅公軼事》方苞

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

《論四端》孟子
《愚公移山》列子
《鄒忌諷齊王納諫》戰國策
《桃花源記》陶淵明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
《兵車行》杜甫
《陋室銘》劉禹錫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李煜
《賣油翁》歐陽修
《愛蓮說》周敦頤
《傷仲永》王安石
《水調歌頭並序（明月幾時有）》蘇軾
《滿江紅（怒髮衝冠）》岳飛
《楊修之死》羅貫中
《習慣說》劉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劉鑾雄
慈善基金昨日宣布，由新學年開始推出
新的獎學金計劃，首學年預算約100萬
元，嘉許成功報讀香港八大院校的傑出
基層學生，表揚他們的學術成就及鼓勵
他們繼續在學業上奮鬥。
該計劃將以「冠名」形式交予每間院
校管理、宣傳及發放。申請條件除了學

術成績，還包括家庭背景及個人品格兩
部分。學術上，申請者文憑考試成績須
達到最佳5科合計達20分或以上，並且
要成為香港八大院校全日制學士課程的
一年級學生。
同時，申請者的家庭必須正在領取

香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而申請人在
中四至中六期間擔任義工總時數不少

於40小時。
基金信託人之董事陳凱韻表示，希望

通過一點鼓勵，支持一些品學兼優的學
生接受優質教育，讓他們向理想邁進及
對社會作出貢獻。
她對這個計劃的反應充滿期待，又很

樂意日後繼續為莘莘學子提供更多援
助。

香港文匯報訊 由新界社團聯會青年委
員會及新界青年聯會主辦，特區政府創新
及科技局和民政事務局支持，香港青年創
新創業發展平台（青創平台）贊助的第一
屆「青創盃」全港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昨
日在青創平台舉行新聞發布會。「青創
盃」鼓勵18歲至45歲、有創業夢想的香港
青年參加，勝出的團隊除了可獲得萬元獎
金外，還可以直接進駐青創平台、得到高
達120萬元的營運資金，開展創業之路。
「青創盃」於上月開始接受報名後，反
應非常熱烈，現時已接近半百的報名申請
及查詢，參賽者的計劃非常有質素，期待
繼續收到不同的計劃。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梁志

祥，新界青年聯會副主席麥成灝，嶺南大
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教授，以及青創平台
公共事務及公共關係總監張瑞鋒等出席了
昨日的新聞發布會。
梁志祥致辭時說，「鼓勵年輕人創業係

非常重要嘅活動，希望透過呢個比賽，年

輕人可以為創業作好裝備。香港人機會係
有嘅，但真正嘅資源同方法唔多，喺疫情
之下創業會係理想嘅業務。」
麥成灝於求學時期已參加不同的創業比

賽，對是次比賽非常期待：「年輕人希望
可以透過比賽互相激勵，可以對未來創業
發展作好準備，感謝青創平台今次贊助活
動經費同埋配套服務。」
劉智鵬說：「（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
十年代嘅時候，每個人都創業，有個創業
潮，去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大家就好似
行返前人畀我哋嘅路去行，到家又好似
返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咁，開拓新事
業，好似個歷史咁樣，傳承下去。」
張瑞鋒表示，青創平台贊助是次比賽，

不但是為了支持新社聯和新青聯舉辦這個
富有意義的比賽，亦希望本港的青年朋友
可以透過比賽夢想成真，創出一番事業。
第一屆「青創盃」全港青年創新創業大
賽將於9月1日截止報名。比賽詳情可瀏
覽網址www.hkincubationcup.com。

香港文匯報訊 「與香港同行」計劃
2021於本月舉行，讓中三至中六學生有機
會成為特區政府高級官員的一天「工作影
子」， 近距離體驗官員的工作和政府的
運作模式。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昨日發帖，
引述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參與今年度
「與香港同行」計劃的兩位中四同學Jo-
belle及Laser前日到辦公室「實習」，令
他有一個不一樣的工作天。
李家超表示，前日上午，他連同辦公室
幾位同事與Jobelle及Laser見面，互相認
識並進行交流，讓他們初步了解政府官員
的工作，亦讓他有機會聆聽年輕人的心
聲，了解他們對未來的計劃和憧憬。
他形容，「Jobelle及Laser起初有些緊

張，不過很快適應下來，緊跟我們工作的
節奏，與我一起出席不同類型的活動，包
括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成立25周年慶祝活
動及青年發展委員會視察活動。整日工作
結束後，我們坐下來細談他們作為一天
『工作影子』的感受和收穫，我鼓勵他們
繼續努力，追求夢想。」
李家超說，從Jobelle及Laser身上，他

感受香港青年一代的活力和衝勁，為國家
及香港未來發展帶來希望。特區政府會繼
續透過不同渠道與年輕人溝通。「最後，
我在此感謝 Jobelle 及 Laser 送給我感謝
卡，親手寫滿感受和心底話，令我很感
動。我祝Jobelle 及Laser能夠盡展所長，

實現理想。」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亦於fb發帖，

表示今年暑假又有兩位高中同學透過「與
香港同行」計劃成為教育局局長的「工作
影子」。經過一整天的實地工作，他們對
政府及教育工作都了解更多，「從『賽後
檢討』得知，他們對未來的發展路向有很
強的信念，也有更宏觀的想法，令我十分
欣慰。」
他說，阿Jake將於新學年升讀大學，

「我祝願他學有所成，畢業後如果真的選
擇投考政務主任（AO）職系，以服務廣
大市民，絕對值得支持。」至於升讀中六
的Kitty，「我樂見她對幼兒教育充滿熱
誠，希望她先好好準備文憑試，繼續向目
標邁進！」

劉鑾雄基金推新獎金 嘉許升大基層生

「青創盃」創新賽 助青年拓創業路

中學生「化影」體驗司局長工作

●兩位中學生Jobelle及Laser與政務司
司長李家超出席活動，體驗政府官員一天
的工作。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博）大學
聯招結果揭盅，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
「爭奪」醫科尖子的競賽勝負再次成
為公眾焦點。港大醫學院早年曾承諾
75%學額會經聯招收生，據了解，今
年循聯招入讀港大醫學院的考生剛好
只佔總學額51%，意味有關「承諾」
仍未有兌現。
除了考文憑試經聯招申請，部分港

生亦可憑IB國際文憑、GCE英國高
考等成績循非聯招途徑申請入學，不
過有關課程學費相對高昂。為向一般
以至基層學生提供更多入學機會，港
大醫學院曾經承諾，經聯招收生會佔
其總學額75%，然有關「承諾」多年
來尚未實現，學院過去辯稱，已提供
75%聯招學額予合資格考生，但部分
人未有以學院為首選，致令最終取錄
情況與預算有異。

中大醫學院收4狀元
今年聯招，據了解共有321人獲取

錄入讀醫科課程。中大醫學院昨日表
示，該院透過聯招錄取了186名考
生，在中大265個學額中佔了七成，
當中包括4名文憑試狀元，他們分別
是拔萃女書院的陳愷盈、聖士提反女
子中學的陳樂融、英華書院的程朗，
及伊利沙伯中學的梁博賢。
目前，醫科課程只有港大及中大

提供，扣除中大醫學院的186名考
生，推算經聯招考入港大醫科者僅
135人，以其265個總學額計算，港
大醫學院聯招收生只佔50.9%，較
去年57%為低，亦僅僅比2018年的
「歷史低位」49%稍高不足兩個百
分點。
香港文匯報昨日向港大醫學院查詢

有關收生數字，惟截稿前仍未獲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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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中學文憑試「探花」陳浩軒(左三)將入讀港大測量學理學士，圖為他與夥伴到大嶼山考察
潮間帶的生態環境。 港大圖片

●李清雅獲中大歷史系取錄。
中大圖片

●吳摰諾將入讀中大理論物理精研
課程。 中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