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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出 狀元成學校贏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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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沙滿貫狀元 立志懸壺濟世

挑戰 科極限只求 多個保障

4

■責任編輯：趙雪馨

香港憑試結果 11 日揭盅，9
名 7 科 5**或以上的狀元全部來自

%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振權）11
日迎放榜的，亦包括年僅 13 歲“神童”
徐文鴻，在中小學階段曾 4 次跳級的
他，今年越級挑戰文憑試，並取得 5 科
20 分的成績，希望能入讀中文大學或科
技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他笑言，自己是
“半個考試機器”，對學習非常投入，
但對於擅長的數學和物理科失落 5**，
只獲得5級，感到十分遺憾。
來自沙田佛教黃允畋中學徐文鴻曾
4 次跳級，被稱為“跳級小神童”，於
內地讀小學的他，完成小二後直接跳讀



傳統名校。其中，史上首位破紀
錄考獲 9 個 5**的“滿貫狀元”，
是來自喇沙書院的黃子衡，他直
言當初報考 4 個選修科只求

■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三狀元，
三狀元
， 左起黃程
灝、陸禧、藍正
宏。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陳楓弘 攝

“多個保障”，謙稱佳績多
少源自運氣，期望他日懸壺
濟世，以醫生身份幫助別
人。而聖保羅男女中學今
年誕生 3 名狀元成為“學校
贏家”，其中一人為年僅
16 歲的黃程灝，相信是文
憑試史上最年輕的狀元。

■黃子衡
黃子衡（
（左二
左二）
）跟父母及弟弟自拍留念
跟父母及弟弟自拍留念。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實習記者 陳楓弘
6 科，7 科已是少
文憑試考生一般報考
數，黃子衡不但挑戰 8 科極限，而且 8

科連同數學延伸部分全部獲 5**頂尖成績，
成為文憑試7年50萬人次考生中的“史上最
佳”。他笑言，最初目標只是“入到心儀大
學就夠”，畢竟考試很講運氣，報多一科只
為“多個保障”。
考 8 科聽來都覺辛苦，黃子衡卻因從小
醉心音樂，鋼琴及大提琴均已考達演奏級，
亦曾參加香港兒童合唱團達 11 年，順理成
章以音樂科為 4 必修及 3 個理科選修以外的
“第八科”，考試時更可一嚐作曲滋味，並
不感到特別吃力。

“證書不定義人生”

■黃子衡破紀錄成文憑試史上首位
黃子衡破紀錄成文憑試史上首位“
“18
18顆星星
顆星星”
”滿貫狀元
滿貫狀元。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2018 文憑試 9 名狀元
姓名

性別

學校

成績

升學志願

黃子衡

男

喇沙書院

8科5**+數學延伸5**

港大或中大醫科

黃程灝

男

聖保羅男女中學

7科5**+數學延伸5**

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

袁瑋謙

男

皇仁書院

7科5**+數學延伸5**

港大或中大醫科

沈家浩

男

拔萃男書院

7科5**+數學延伸5**

港大牙醫

梁芷喬

女

拔萃女書院

7科5**

牛津大學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

林悅兒

女

拔萃女書院

7科5**

港大或中大醫科

李焯瑩

女

德望學校

7科5**

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

藍正宏

男

聖保羅男女中學

7科5**

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

陸禧

男

聖保羅男女中學

7科5**

中大或科大環球商業

13歲跳級小神童 心儀土木工程

■徐文鴻笑言自己是“考試機
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振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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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上學期，而完成小四上學期後再跳
至小五下學期。在中二時赴港的他，升
中三後接受測試，智商高達 141，確認
為資優生，完成上學期後便跳讀中四下
學期，隨後讀完中五上學期更再跳至中
六下學期，越級挑戰文憑試，並取得不
錯的成績。
徐文鴻對學習非常投入，除了平日
上課，課餘時間亦有自學，遇到不懂的
問題便向老師請教，亦積極操練歷屆試
卷，笑言自己是“半個考試機器”。他
又坦言，全情投入準備文憑試過程確較
枯燥，但認為只要能達到目標，所有付
出都是值得的。他希望自己能升讀中大
或科大的土木工程學系，完成父親期
望，笑言“我讀完大學都未夠 18 歲”，
未來有意朝學術方面發展，繼續升讀碩
士和博士課程。
在空餘時間，徐文鴻亦有看課外
書，尤其是歷史、軍事、科學類的書
籍。此外，他還經常參與課外活動，如
跆拳道、游泳等，藉此強身健體。

皇仁年年有 男拔終破蛋

■男拔首位
男拔首位DSE
DSE狀元沈家浩考獲
狀元沈家浩考獲7
7科
5**
**。
。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梁
振權 實習記者 陳楓弘、胡俊斯）傳統
名校再次包攬文憑試狀元，其中包括皇
仁書院的袁瑋謙，令該校創下2012年
文憑試推行以來，連續七年都出產狀元
的紀錄。另邊廂，直資名校拔萃男書
院，今年終於憑沈家浩於文憑試取得7
科5**佳績，在狀元榜“零的突破”。
兩人不約而同因為曾於運動時受傷，致
有助人恢復健康的志願，沈家浩曾於傷
後受牙骹問題而有志讀牙醫，袁瑋謙則

於“甩骹”後獲得醫生幫助，希望讀醫
科醫好更多病人。
拔萃女書院狀元之一的林悅兒，
同樣有意讀醫。她指自己對科學及醫
治病人有熱誠，但未決定選讀港大還
是中大醫學院，又提到目前香港公營
醫院，特別是專科，輪候時間太長，
醫護人員亦不足，致病人病情容易惡
化，希望醫療制度能有所改善。
另兩名女狀元方面，女拔的梁芷
喬已獲牛津大學哲學、政治及經濟學
系有條件取錄，她指自己對政治感興
趣，參加學校辯論隊及修通識科都有
助增加相關了解，但未有具體考慮將
來會否在港從政，認為要視乎不同因
素，及香港未來政治環境再作決定。
至於德望學校的李焯瑩，則有意
修讀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課程，希望
日後能成為律師，透過商業和法律的
聯繫，幫助社會底層人士，及解決商
業社會下不公平、不公義的事。

成為文憑試首位“滿貫狀元”，黃子衡
謙稱考得好並不等於人生一帆風順，不會因
此自滿，相反若結果未如理想亦毋須灰心，
“一張證書唔應該為人生落定義”。他又表
示會以入讀醫科為目標，“現代的疾病愈來
愈多，又愈來愈古怪，感覺這方面有很大發
展空間”，加上他喜歡與人互動接觸，至於
報讀港大或中大則仍在考慮。
在受訪時，黃子衡又分享對多項香港時
事議題意見，認為“一地兩檢”能為市民帶
來便利是毋庸置疑，相信香港與內地均會守
法，疑慮不大；又覺得國歌法本地立法的建
議合理，強調尊重國歌是基本要求，很多國
家亦有作類似立法。
至於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表現，黃子衡
笑言，現時評論言之尚早，但稱讚對方有心
有熱誠，致力推行有益港人的政策。

16歲狀元 史上最年輕
聖保羅男女中學今年誕生 3 名文憑試狀
元，為全港各校最多，而七屆以來該校累積
已有 10 名狀元，與皇仁書院並列第一。該
校3名狀元同為男生，其中包括只得16歲、
年年考第一的黃程灝。被評為資優生的他曾
於小二時，因成績突出跳級至小四，因此較
同級學生年輕，亦可能是文憑試史上最年輕
的狀元。雖然天資早獲肯定，但他強調後天
努力同樣重要，自己雖無參加補習班，但一
直勤加溫習，好好管理自己，未來以入讀港
大的工商管理及法學課程為目標。
同樣對法律感興趣的狀元藍正宏，在學
校公佈成績時一度遇上“蝦碌”情況︰由於
他的數學必修部分只有5*，但延伸部分獲得
5**，按考評局定義亦應作 1 科 5**，但懷疑
部分人理解一度與官方有偏差，需要經再三
查證始驗明其狀元“正身”。
他又坦言，因認定自己考試表現失準，
放榜前已感到灰心氣餒，更需朋友開解，對
成為狀元大感意外及驚訝。
該校另一狀元陸禧，則有志報考中大及
科大的環球商業學。他表示，高中時有參加
不同補習班裝備自己，閒時會跑步、彈鋼琴
及睇波減壓。

■林悅兒（左三）有意讀醫，而同為女拔的
梁芷喬（右三）則對政治感興趣
則對政治感興趣。
。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西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