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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生不靠補習 喜入首志願中學
母：注重女兒身心健康 多於緊張功課
教 育 線 上

升中派位昨日公布結果，鮮魚行學校今年全級48名學
生，統一派位獲首三志願的比率約達90%。有居劏房的基層學
生不靠補習，成功獲派第一志願第二組別心儀英中。校長施志
勁表示，整體情況比往年更好，各個組別的人數都有所提升。
有老師表示，僅有幾位同學為了爭取更好的學校而選擇叩門。此外，油
麻地天主教小學升中派位獲首三志願的比率為93.9%，成績亦令人滿意。
大公報實習記者

疫下上網課 容易分心
李曉瑩同學獲派第一志願基督教女青年
會丘佐榮中學，她說，得知結果時很興奮，
很期待接下來在學校的生活，因為新學校有
很多小學沒有的活動。李媽媽表示，疫情影
響，只上半日課讓學生少了很多學習機會，
上網課學生也容易分心，但是孩子努力，所
以成績也不錯，而且自己的工作是半職，所
以平時也會花更多時間在家陪小朋友。
吳天睿同學派到第二志願中華基督教會
銘基書院，吳同學說，好開心，雖然不是第
一志願，但是因為自己喜歡英文，能去到一
所英中學校也很滿意，所以不會叩門。吳天
睿的爸爸表示，孩子在讀書時比較內向，但
是學校在德育方面做得很好，會給很多機會
讓小朋友做義工、舉辦表演活動，所以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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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出來後十
分滿意，心情輕鬆了
很多，今日打算和家
人一起出去吃飯慶
祝。

鍾怡
升
▼中派位結果公布，鮮魚行學校今
年全級四十八名學生，統一派位獲首
三志願比率約達百分之九十。

區同學獲派第一志願東華三院張明添中
學，區太為了緩解小朋友緊張的心情，特意
請假陪女兒來學校接收獲派結果。區同學表
示，已經備齊資料，打算結果不好就去叩
門，最終結果出來後十分滿意， 「心情輕鬆
晒，會和家人一起出去吃飯慶祝。」 區同學
一家三口住在180方呎的劏房，區太表示，
家裏會盡量給孩子營造好的學習環境，學
校、社區也有相應的支援。另外，因為不想
小朋友壓力太大，填報志願的時候比較謹
慎，相較學習，平時亦更注重小朋友的心情
和身體健康。

同學仔好興奮

好開心，雖然
不是第一志願，但是
因為自己喜歡英文，
能去到一所英中學校
也很滿意。

李同學

書期間孩子變得外向了很多，懂得受人恩
惠，亦有一顆服務人的心。吳同學亦指，長
大後想當醫生，幫助病人渡過難關。
校長施志勁總結道，今次的派位情況總
體而言比往年更好，各個組別的人數都有所
提升。中文教師巫老師亦與同學一同分享喜
悅之情，她表示，同學能開心升中自己也比
較輕鬆，今年兩班有48位學生升中，大部分
學生都派到了自己喜歡的學校，有些想攻更
好學校的學生會參加叩門，但也只有幾個而
已。
巫老師續指，疫情期間小朋友在家學習
會有不方便，因為空間環境令他們學習困
難，但學校都會盡量幫助申請一些免費電子
用品，如果有些同學家裏很不方便，個別一
兩個會安排他們回學校，開一個課室讓他們
學習，給他們提供一個比較合適的環境上
課。

派得理想 叩門僅少數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升中派位獲首三志願
的比率為93.9%，小六男生中，大多獲派九
龍華仁書院及九龍聖芳濟書院，而女生較多
派往真光女書院和伊利沙伯中學及銘基書
院，其他同學則入讀英文中學，包括喇沙書
院，皇仁書院，拔萃男書院，庇理羅士女子
中學等。校長余佩琴表示，今年成績理想，
目前只有兩三位同學需要學校幫忙寫校長信
叩門。

得知結
果時很興奮，
很期待接下來
在學校的生
活。

多間直資校今仍接受叩門
升中派位
結果昨日揭
盅，不少對派
位結果不算滿意的家長攜孩子到
不同地區名校叩門。
據悉，今日仍可遞叩門申請
表的熱門學校有福建中學（直
資）、培僑書院（直資）、英皇
書院、聖若瑟書院、觀塘瑪利諾
書院、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
等。
昨日，頗為熱門的皇仁書院
於下午四時半截止叩門遞表申
請。
有報道稱，有前來叩門的家

話你知

長許太表示，兒子在九龍直資名
校就讀，該校屬 「一條龍」 ，成
績合乎標準的學生可升讀 「結
龍」 中學，但認為該校的讀書風
氣欠佳，因此仍然希望兒子入讀
學習風氣更佳的學校。至於有沒
有信心能叩門成功，許太笑言無
太大的把握，始終疫情大大影響
了兒子的學習進度和成績。

面試衣着以校服為佳
據悉，今日仍可遞表的學校
中，福建中學的具體接受申請時
間為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培僑
書院則至10月31日。英皇書院早

今年本港31間學校、共2193名學生應
考IB，其中130人成IB狀元，狀元人數較去
年的23人多出逾四倍，佔全球狀元人數

21名榜眼及3名探花。狀元植永祺和伍縉禧
擬讀醫，女狀元杜熙潼則計劃讀港大建築。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今年誕下六名狀元，
聖士提反書院及滬江維多利亞學校均各擁三
名IB狀元，其中滬江維多利亞學校三名女狀
元均計劃就讀醫科。
17

拔萃男書院今年誕生
▼
名狀元。

佔全球狀元人數11%

11%，平均分由去年36.31分，增至38.93分，
並高於全球平均分32.99分，香港考生的及格
率高達98.56%，較全球高近10個百分點。
拔萃男書院囊括17名IB狀元，同時有
12名考獲44分的榜眼及13名考獲43分的探
花；其中八名IB狀元和七名榜眼表示有意讀
醫。男拔狀元之一的方景生稱，未決定會升
讀港大還是中大醫科，他認為醫科最有意義
的地方是發掘興趣之餘可以幫到人，疫情加
強了他想從醫的使命： 「見到香港的醫療系
統面對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受到很大的壓
力，作為香港人絕對有責任回饋這個社會，
貢獻這個生活了17年的地方。」
聖保羅男女中學今年共13名IB狀元，

上九時至下午四時半，聖若瑟書
院早上九時至中午十二時，觀塘
瑪利諾書院早上九時至中午十二
時，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早上
九時至中午十二時，以及下午二
時至四時。
叩門所需文件包括小五和小
六 成 績 表 、 派 位 文 件 、
Portfolio（課外活動紀錄、獎項
等）、身份證正副本、校長推薦
信（如有）。
另外，如自行分配階段曾挑
選過叩門學校，亦要帶上相關文
件。至於面試，有專家指以校服
為佳。

中學生創科節智慧防疫成重點

港誕130名IB狀元 男拔佔17人
【大公報訊】國際大學文憑預科課程
（IBDP）昨日放榜，今年全球共誕生1155
名考獲45分滿分的IB狀元，比去年多1015
人，當中香港佔130名，為2004年後新高。
香港IB狀元中，17名來自拔萃男書院，聖保
羅男女中學及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則各佔13
人及6人。醫科仍是IB狀元的大熱學科，數
名IB狀元表示疫情加強了他們從醫的使命，
將留港升讀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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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由香港無線科
技商會（WTIA）主辦，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主要贊助，並
聯同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
（AiTLE）和生產力局知創空間
（Inno Space）協辦的 「中學
生創新創意科技節」 昨日開幕。
是次科技節圍繞着五個創新
科技主題的節目：AI人工智能、
區塊鏈、大數據、雲端計算及開
放數據，適合學生、教師、家長
和校長參與。
主辦方表示，科技節將帶來
多達45個獨特而精彩的活動，活
動於昨日起正式開始，為期半年

至今年年底閉幕。
重點節目包括：以 「智慧防
疫」 為主題的Hackathon創科馬
拉松、全港中學最強AR/VR挑戰
賽和全港青少年機械人創科挑戰
杯；其次是四十個免費研討會、
網上講座和工作坊，讓老師和學
生第一手掌握人工智能、編程、
AR擴增實景、雲端計算、無人
機、自動駕駛賽車、航空STEM
等最新科技應用。感興趣的同學
需通過負責老師報名，報名詳情
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itfestival.tech/
student-worksho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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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氈底的怨氣

妍之有理

屈穎妍
前中大學生會會長、現為元朗區議
員的張秀賢，在七一銅鑼灣恐襲事件發
生後，於社交平台留言說，政府 「洗太
平地」 後， 「其實怨氣只收埋咗喺地氈
底」 。
雖然，我們不認同他，但我們不得
不承認張秀賢點出的問題──地氈底的
怨氣。
沒錯，國安法一出，所向披靡，政
棍四散逃逸、黃媒壽終正寢、黑暴潛水

收聲，但問題是，這群憤怒的人、這些
怨恨的心，並沒消失，他們只是隱於
城、藏於野，心深不忿，伺機再起。就
如張秀賢所言，他們已化為一股被掃進
地氈底的怨氣。
七一恐襲是這種怨氣的發洩，恐襲
後的維他奶現象又是另一類排洪。試想
想，一個大集團的一紙通告，以 「不幸
逝世」 來形容恐怖襲擊的施襲者，同情
惋惜之意，溢於言表。雖然事後有高管
被解僱，但黃絲黑暴無處不在，又確是
事實，他們還會主動在各範疇或明或暗
地發揮影響力。

情況變了，這些死心不息的人潛伏
在社會各階層各領域甚至政府內部，一
有機會，就來個大反撲。
早陣子政府康文署管轄下的石塘咀
公共圖書館就出現此類仇恨潛伏者。
6月24日，即是《蘋果日報》停刊
那天，西環石塘咀圖書館的 「館長之
選」 書架上，竟然擺放了13本壹傳
媒老闆黎智英的書，對抗之心，不言
而喻。
因為小動作被發現、被舉報，康文
署說一名涉事職員已被停職，據說那是
一名新入職員工，署方將按照既定機制

嚴肅處理。
問題是， 「館長之選」 ，難道不需
要館長過目？給讀者推薦書，卻全是同
一人的作品，而且是一個國安法嫌犯的
著作，13本書展示在圖書館當眼處，難
道整個圖書館沒人覺得有問題？就算真
是一個新來的小職員擅作主張，難道管
理層沒有責任？
這些年，常聽到不同領域的掌權者
說： 「無辦法，下面好多黃人」 ，我一
直費解，連掌權的人都無辦法，誰有辦
法？
過去，就是太多掌權者不肯、不敢

以權鎮暴，由得暴力種子四處萌芽、開
花、結果。昨天警方國安處拘捕那9名
包括中學生及大學管理層人員、中學教
職員的涉嫌恐襲策動者，就是教育界一
直姑息養暴種下的惡果。
大家一直沒正視問題，只把怨氣掃
進地氈底，如今，怨恨已化為殺人邪念
了，我們還掃嗎？地氈下還有藏垢的空
間嗎？
亂世，只能用重典，面對你死我活
的蠢蠢欲動，不必仁慈，把地氈揭開，
讓霉菌暴露在陽光下，把一個個毒瘤揪
出來殺一儆百，才是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