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B「狀元」豐收 文憑試生恐更難入「神科」

劏房女首志願升中 母：如中六合彩
不補習遇不懂問表哥表姐 疫下網課令表現「大執位」

2021年升中派位結果昨日

出爐，小六生人數減少下，今

年獲派首三志願滿意率92%，

獲派第一志願者更達81%創15

年新高，總體來說喜大於愁。

有居於劏房的基層女生，堅持

學習靠自己毋須補習，維持不

俗成績成功獲派首志願中學，

其媽媽在派位前緊張得全晚失

眠，得悉結果後笑容不斷，直

言「好似中咗六合彩」；亦有

「廿四孝」媽媽兩年前辭工全

職幫兒子溫習準備升中，同樣

如願獲派第一志願中學。有小

學校長表示，疫情下網課安排

或令學生成績表現與往年不

同，令部分學校派位滿意率提

升。有校長認為，今年獲派區

內心儀中學比率較高，或與學

生選校策略較保守有關，而移

民因素也可能有一定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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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新
一代文化協會舉辦的第七屆「香港大學生
創新及創業大賽」日前於香港科學園舉
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表現出色，共贏得
15個獎項，並即將代表香港參與創新與創
業競賽。其中，該校兩組研究生聚焦尖端
醫療科技，分別透過基因編輯研發出新型
抗癌免疫療法，及以微型機器人技術製成
可彎曲骨科手術鑽，在大賽創新組別勇奪
兩個一等獎。
該校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博士生鍾一琿
及碩士生陳金坤是其中一組一等獎得主。
他們在學系助理教授鄧銘權指導下，利用
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成功對人類
血液中最豐富的免疫細胞──嗜中性顆粒
細胞編輯進行改造，以大量生產抗癌免疫
治療劑「S3KO-TAN」。
該種細胞能直接應用於異體移植，無須
進行抗原配對，並且很容易從血液副產品
中提取，可望顯著地克服現有T細胞免疫
療法所面對的障礙。團隊希望能於不久將
來將「S3KO-TAN」轉化成一種有效且安
全的抗癌免疫療法。

中大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博士研究生
王岩、林洪斌和王頊琛則在副教授歐國威
指導下研製了一種可於狹窄空間內彎曲的
微型手術鑽頭。
由於人體組織結構複雜，在進行骨科手

術時，醫生需要去除大量健康組織才能將
硬直的手術工具伸到目標位置，不但衍生
術後疼痛和併發症，還會增加病人住院和

康復時間。為此團隊發明了直徑只有4.5毫
米、末端彎曲角度達65度的手術鑽，能通
過微小創口，繞過人體組織到達目標手術
位置，減小對病人的傷害。
該鑽頭可用於輕巧手持設備，或安裝在

機械臂，於耳鼻喉、顱底和脊柱手術上有
很大應用潛力，同樣獲得是次大賽一等
獎。

大學生創新創業賽 中大奪15獎

●左起：王頊琛、王岩及林洪斌研製了能於
狹窄空間內彎曲的微型手術鑽頭，能在複
雜的人體結構內進行骨科手術。 中大供圖

●鍾一琿（中）和陳金坤（右），於鄧銘權
（左）的指導下研發出新型抗癌免疫療法
「S3KO-TAN」。 中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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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董事局代表及多位屬校校長日前到大文集團參訪，並就香港教育議題進行
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為進一步了解教育界的需求，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近日邀請保良局
董事局代表，聯同多位屬校校長到
集團參訪交流，就香港教育發展交
換意見，並介紹各自幫助香港青少
年了解國家發展、到內地升學交流
等的工作詳情。保良局董事局第一
副主席兼教育主委陳正欣表示，樂
見大文集團一直推陳出新，致力舉
辦多元學生交流活動與比賽，引導
港生正向發展。有中學校長期望大
文集團可繼續就國安教育、大灣區
發展等作深入報道，為師生提供教
學資訊，並建議提供更多學生參觀
及實習機會，讓學生認識傳媒工
作，增廣見聞。
陳正欣於上周三（6月30日）聯同

保良局董事局第二副主席陳黎惠
蓮、副行政總監陳可恩、教育總主
任（中學行政）林綺薇，聯同保良局
四所屬校校長及企業傳訊及公關部
主管戴麗莉等一行人到大文集團參
觀。他們到訪集團兩報報史館及全
媒體中心等。各人在參觀演播室時
尤其雀躍，相信若學生有機會到來
參觀，定必相當興奮。
在之後的座談會上，大文集團執

行總經理韓紀文介紹「未來之
星」、「范長江行動」、「全港學
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等學生活動
品牌，及集團的發展歷程。
陳正欣介紹了保良局屬下設有

120個教育單位，學生共約4.5萬
人，多年來積極推動師生內地交流
活動，認識祖國最新發展。他認
為，一些年輕人過去不清楚自己的
「根」，亦不了解如何在國家發展
中找到自己的道路，期望集團的工
作可正確引導本港年輕人，對自身
未來發展有更清晰想法。

倡介紹更多國安灣區資訊
在多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

大賽」均取得佳績的保良局董玉娣
中學，校長張家邦在座談會上表
示，學生備戰時可吸收很多國情知
識，但普遍年輕人對大灣區認知較
少，建議集團日後可介紹更多相關
資訊，「例如內地前沿科技、就業
機會等，讓同學看到畢業後發展的
可能。」
就國家航天科學家團隊近日到本

港多所中學演講，其中北斗衛星導
航系統工程副總設計師謝軍就曾到
訪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校長王
翠萌稱讚大文集團詳細報道了相關
的航天活動，「學生們都爭住睇和
收藏航天特刊」。此外，隨着國安
教育融入學校課程，老師很需要教
學資源，「若大文集團在這方面有
詳盡報道，老師可鼓勵學生多看
報，了解情況。」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近年着

重推動STEM教育，校長黃仲奇
表示，該校積極為中三學生尋求
實習機會，「其實很多學生都會
對記者工作感興趣，假如可以也
想認識報業流程，會是很好的經
驗。」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校長梁玉冰

說，很多學校都設有校園電視台，
但始終較簡陋，若學生有機會到大
文集團參訪，或以一日體驗等方式
感受傳媒工作，學習拍攝或剪接等
技巧，將很受學生歡迎。
她又提到，該校過去舉辦很多內

地交流活動，「讓學生親身感受，
了解內地快速發展，去過才知道內
地如此先進。」她建議集團未來可
就內地更多城市作報道，拓闊學生
視野。

今年約有 5.2 萬名學生參加升中派
位，比去年減少逾2,000人，而派

位滿意率亦創高位。昨日放榜大批小六
生回校領取結果。取錄基層學生較多的
鮮魚行學校，約八成至九成學生獲派首
三志願，較往年為高。

媽媽太緊張整晚失眠
該校家長區太昨晨帶同女兒返校領取

結果，得知獲派第一志願東華三院張明
添中學，笑言「真係好開心，好似中咗
六合彩咁」。區太前晚因太過緊張女兒
的派位結果整晚失眠，昨日亦專門請假
陪女兒放榜，結果理想下母女倆臉上笑
容不斷，「本來還在想要去張明添中學
『叩門』，現在不用了。」
區同學一家三口居於180呎劏房中，
雖然環境不算很好但爸爸媽媽會盡量配
合，給予她安靜環境溫習。區同學說，
平日學習都靠自己，遇到疑難時會詢問
表哥和表姐，毋須補習，最終成功獲派
首志願。
區太提到，女兒表哥就讀英中名校，

學習壓力大「追得好辛苦」，所以無意

特別催谷女兒，亦因經濟關係沒有安排
補習班，不過她也正考慮為女兒報暑期
班補一補英文，以盡快適應中學課程。
同校的黃同學獲派第二志願中華基督

教會銘賢書院，他與媽媽都對結果表示
滿意。黃同學說，對數學很感興趣，而
獲派的學校數學方面非常好。
鮮魚行學校校長施志勁認為，該校派

位成績較前好，或與疫情下網課安排有
關。由於不同學校網課差異較大，成績
易有波動，該校安排五六年級更多回校
面授，克服艱難過程令部分學生有進
步。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今年首三志願滿意

達94%，高於全港平均，不少學生獲派
九龍華仁書院、聖芳濟書院、真光女書
院等地區名校，包括獲第一志願聖芳濟
書院的何同學。

母辭工幫子溫書 獲派心儀校
何媽媽提到，過去兒子成績相對落

後，約兩年前特別辭工，全職幫他溫習
中英數常等科目，但無意出外補習，最
終追到現在較佳水平，並如願獲派心儀
中學。何同學則說，「追成績都追得辛
苦，但覺得好值得」，又說會與家人一
起吃「勝利的晚餐」。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校長余佩琴表示，

與往年相比今年該校學生選校並沒有非
常進取，加上很多人於自行階段獲「正
取生」取錄，或令獲派區內受歡迎中學
比率較高。她提到，過去一年該校有約
30名學生退學，約10人是隨家人移民，
數人到外地升學，因升中派位機制複
雜，難以評論有關因素會否令派位成績
較理想，但估計有一定的影響。

雖然今年升中派位整體滿意
度提升，不過，昨日放榜後仍
有不少家長帶同子女趕往心儀
校「叩門」，爭取最後入讀機會。
昨日上午到油尖旺區英中中

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叩門」的家長張先生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大約有十多名家長與孩子一
起到該校提出申請。他直言，對女兒獲派的結果
很不滿意，故先後到四間中學碰運氣，而銘基書
院是前往叩門的第二間；他認為爭取入學主要靠
學業表現為先，「靠成績說話，故不會幫女兒報
面試班。」
另一位家長陳太亦帶兒子到銘基書院叩門。陳

太說，兒子雖已經獲派第一志願40校網的學
校，但都打算試一試其他「更好的學校」，而銘
基書院及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都是兒子心儀的
學校，尤其是銘基書院的STEM教育及運動兩方
面較優秀，符合兒子的興趣。

想與好友同校 派位好都「叩門」
鮮魚行學校校長施志勁表示，有些小六學生因

想與平時感情要好的同學赴同一所中學讀書，所
以就算獲得排名較好的學校，亦會去取錄自己好
友的學校嘗試「叩門」，這個現象近年較為常
見，「其實有學生雖然獲派結果較好，但因沒法
和朋友去同一間學校升學而感到沮喪，甚至說不
去唸書等，老師要花不少唇舌勸導，疏導同學的
情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獲首志願照「叩門」
家長：想試「更好的」

●陳太陪同
兒子前往銘
基書院「叩
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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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國際文憑
大學預科課程（IBDP）昨日放榜，今年該
考試瘋狂「派分」，在全球疫情教學大受
影響，逾六成人只採取「非考試評核」
下，考獲45分滿分者反而激增數倍，40分
至45分的尖子亦大增六成。有教育界人士
估計，與疫情下IB整個考試放鬆「分級邊
界」有關；而隨着IB「狀元」大豐收，有
升學專家指，或會對今明兩屆大學收生帶
來影響，尤其個別「神科」或會傾向吸納
更多非聯招的IB學生，變相減低文憑試考
生的成功機會。
今屆IB香港共有130人45分成為「狀
元」，比去年23人增4倍多；而全球計
「狀元」人數更大增7倍至1,150多人。IB
主辦方亦形容，今年考試的主要責任「是
確保學生不因疫情而處於弱勢，這包括在
報讀大學和高等教育方面」，致令考試合
格率、平均分數、尖子人數亦同時大增。
拔萃男書院IB統籌老師胡家麟昨日表
示，今年IB課程容許以考試或校本方式評
分，或有人認為對考試學生不公平，不排
除主辦方於考試評核上放鬆「分級邊
界」，如以往需取得八成分數才達到最高

的第七級，今年75%分數就可以。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則指，今屆

IB「狀元」大豐收或會影響今明兩屆本地
大學收生，因非聯招報名及收生是在大學
聯招之前，即IB尖子們已經報讀學校，而
院校可能會先按同學的校內成績作考慮，
「今年多咗叻人，若他們最終又較多選擇
留港的話，就有機會令院校考慮預留更多
學額給非聯招學生。」
他認為，特別是受非聯招尖子歡迎的科

目，如醫科等「神科」，大學或會撥更多
學額予非聯招，意味着文憑試考生想要爭
入的難度可能增加。
多所本地直資及私立獨立名校今年都有

出產IB滿分考生，包括聖士提反書院有3
名「女狀元」，其中盧佐孜計劃修讀英國
倫敦大學學院及港大合辦的法律課程，劉
馨竹將到多倫多大學讀生物化學與公共政
策，宋婷婷將到美國史密斯學院升學。
盧佐孜說，今年IB課程受疫情影響作出改

動，「我相信在『斬』去咁多課程下，應付
考試的確是容易咗，例如中文取消了整份文
學卷，變相可集中操練語言卷。」
該校校長楊清認為，今年IB考生成績較

佳的原因，或源於疫情下學生們無法參加
課外比賽或活動，較集中於溫習。加上去
年IB公開試因疫情取消，故今屆同學都有
兩手準備，「一旦今年都取消考試，就要
靠校內表現預測成績，所以同學平時功課
的用心程度有提升。」
在其他學校方面，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有

5女1男6名IB「狀元」，5人有意留港升
學；滬江維多利亞學校有3名「狀元」，1
人擬讀港大醫科；拔萃男書院則誕生17名
「狀元」，12人打算留港讀書。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本屆3位IB「狀元」及
兩位「榜眼」。左起：陳奐廷、黃芷翎、黎
雪怡、陳章瑋及麥業勤。 受訪者圖片

●黃同學（左二）與媽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家長得知女兒升中派位結果後，
兩人激動相擁落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區同學（左三）與媽媽（左二）得悉獲派第一志願中學後滿心喜悅，並獲其他同學及家長
祝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