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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大多條路：學校推薦直接錄取
女飛魚獲薦參與計劃 免「一試定生死」

中學文憑試將於本周五（22日）開考，在第五波

疫情侵擾下，今年考生壓力尤其沉重。不過除了公

開試表現外，其實教育局本學年亦首次推行「學校推薦直

接錄取計劃」，由所屬中學推薦於不同領域具特殊才華的

中六學生，如成功通過大學相關面試及篩選，無須文憑試

成績，便可於放榜前獲心儀大學課程直接錄取。香港文匯

報早前訪問多名獲薦參與計劃的考生，他們積極參與各類

非學術比賽和運動，可望於計劃下獲認可，轉化為升讀大

學的重要本錢，感覺多年努力沒有白費。他們提到，因應

計劃與大學聯招（JUPAS）是雙軌並行，整體安排設計大

大減輕文憑試「一試定生死」的升學壓力，感覺更有保

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首屆「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中，每所中學最多可推薦兩名中六
生，於8所大學146個課程報讀其中之一，所有獲薦學生均會於今

年1月至6月初參加大學的面試及評核，成功通過者將可於6月文憑試
放榜前獲發「直接錄取」通知。據教育局資料，今屆計劃有約400間中
學逾760名學生參加。
創知中學應屆中六文憑試考生麥可欣是其中之一，她自5歲開始學習
游泳，是香港公開水域游泳代表隊成員及九龍西區泳隊成員之一，曾獲
得「吐露港渡海泳公開賽」冠軍等多個游泳獎項，亦曾獲頒發「飛躍新
世界精英獎學金」。她獲母校提名計劃，期望可以考入教育大學體育教
育學士課程，將來成為體育老師。
「我本身很喜歡體育，父親是退休教師，我自小就夢想成為老師，希
望在體育方面領導學生，發掘更多人才將來成為出色運動員。」為了追
逐理想，麥可欣整個中學生涯都在努力兼顧練水和學業，「星期一至五
朝早5時半訓練，7時半要趕回學校上課，放學後下午5時再去九龍公園
泳池練水，整個中學生涯都是如此。」

聚焦學業以外表現
早於直接錄取計劃出現之前，麥可欣已計劃循聯招中的「校長推薦計
劃」提升入學機會，「但新計劃彈性更大，無須理會文憑試成績，某程
度是擺脫了以往『一試定生死』的模式。」麥可欣表示，自己學業成績
中上，但始終都會擔心失手，最壞情況是個別核心科目「脫腳」而錯失
升學機會，而新計劃正可提供更大保障，幫助很大，「新計劃令大學更
加重視學業以外的表現，令我感覺多年努力沒有白費。」
教育局網頁顯示，教大體育教育課程要求接受體能測試，麥可欣笑
言有向師兄師姐取經，預計測試會包括曲臂懸垂、仰臥起坐、坐姿體
前彎等，有信心可以應付。惟她亦坦言，獲學校提名只是第一步，會
積極面對大學面試，亦會繼續努力準備文憑試，絕不會因為獲提名而
鬆懈。

文科人怕數學失手
同為應屆文憑試考生的馮焯君是創知中學學生會會長，多年來積極參
與童軍、學生大使等各類活動及社會服務，曾獲得童軍總領袖獎章，也
是童軍總團隊長。除了活動外，她閒時最愛閱讀，包括閱讀余光中的散
文、金庸的武俠小說等，「我希望可以將這些閱讀經歷和學習中文的途
徑，介紹給學生，使他們有更多趣味方式學習中文。」她的志願是成為
小學教師，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馮焯君透過計劃報考嶺南大學中文系，她笑言自己是不折不扣的文科
人，文憑試數學科對她而言是個惡夢，「老實講，文憑試是一個不確定
因素，會存在失手風險」，而新計劃有助學生有更多途徑升學。
她亦有積極面對大學面試，「多了解嶺大博雅教育的涵意，中文系的
課程特色等」，也會提升溝通技巧，清楚向面試官表達其教育下一代的
抱負，「覺得自己仍有不足，答別人問題時邏輯性需要加強，希望能減
少猶疑，提升自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學校推薦直接錄取
計劃」是一個「課程與學生配對」的計劃，大學會為所
有獲提名的學生提供面試，以評估他們是否適合入讀個
別課程。創知中學副校長黃麗燕表示，校方在決定提名
學生前，除了檢視其履歷表現外，亦會了解同學個性和
升學志向，加以輔導，助同學配對真正適合自己的學
科。確認提名人選後，學校下一步將向大學提供個別課
程所要求的預測成績，並會積極裝備同學應付面試，做
足準備。
黃麗燕指，新計劃的取錄通知定於6月，理論上獲提

名學生仍須認真看待文憑試，「但始終是第一年，這類
訊息大家未必完全清楚」，故學校在決定提名時會特別
考慮學生的個性，料想他們不會因為被提名而影響應試
心情，「覺得不用努力」而疏忽學業，學校亦期望他們
可以作好榜樣，讓未來有志參加計劃的學生參考。
其實創知中學早在提名期內，已開始為有關學生作升

學輔導，排解他們的升學疑惑，「例如馮焯君希望成為
教師，但嶺大中文系課程不包括教師教育文憑，她曾擔
心會否因此無法成為老師。」經諮詢後，馮同學了解到
可另外修讀教師教育文憑，於是放心報讀。
被問到如何協助學生準備大學面試，黃麗燕分享指，

學校本身有參加北大、清華、復旦的「中學校長實名推
薦計劃」，形容跟「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相似，
「所以打從申請開始，我們都跟兩位提名同學說明情
況。」黃麗燕認為，大學面試一般觀察同學的知識、技
能、態度，「始終無文憑試成績參考，院校或會擔心同
學能否讀得上，因此同學在面試中都要顯露自己有能力
學好，掌握知識。」其次面試時間一般不多，同學宜好
好表達自己的技巧與態度，儀態和言語表達都應注意。

部分要提供預測成績
她提到，計劃下部分學科要求學生提供預測成績，

「其實自2012年文憑試開始，學校一直有累積數據，
只要將學生考試成績放入相應公式，就可生成預測成
績。」此外，學校不少教師都有批改公開試卷的經驗，
在評核方面會較得心應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學校推薦
直接錄取計劃」去年9月底經教育局公布，開
放予應屆中六學生參加。兩位同學麥可欣與馮
焯君都指新計劃很好，但訊息來得較急，一開
始曾因為不清楚計劃細節，而對應否報名有過
猶豫。主力負責處理兩人提名的創知中學副校
長黃麗燕坦言，計劃是一條全新的升大學捷
徑，有部分同學因為未及消化計劃詳情而不敢
挑戰，加上計劃最終的收生人數、大學之間對
非學術表現的「鬆緊度」等均是未知之數，現
在是摸着石頭過河，只能盡力而為。

資訊未清楚 學生怕挑戰
「最初只係聽到（計劃）個名，還以為只是
給師弟師妹去報。」馮焯君表示，雖然學校有
舉辦簡介會，但很多訊息一時間還是未及消
化，「例如我之前其中一個目標是教大中文
系，但當時我並不清楚該課程不在計劃之
中。」此外，她當時亦不了解計劃是雙軌並
行，即大學聯招跟直接錄取計劃之間互無衝
突，更因此一度猶豫應否參加計劃。

麥可欣則態度踴躍，在得知新計劃推出之
前，她原本打算循校長推薦計劃爭取升學機
會，後來新計劃推出，她一度以為可同時申
請，後來才知道只可二擇其一。
黃麗燕表示，最初有不少同學都感興趣，

「但始終這是同學以往想都沒有想過的升學方
法，消化時間亦較短，難免有人會因為緊張、
陌生，擔心不適合自己而不敢挑戰。」最終，
該校接獲9名同學申請。

難評定非學術表現
作為負責老師，黃麗燕坦言部分細節自己亦
無法掌握，「例如各院校之間是如何看待此計
劃，計劃將收取多少學生等。」而各院校之間
發放訊息的時間、詳盡程度亦不一。此外，計
劃的一項特色在於肯定學生的非學術表現，但
非學術表現的不確定性往往較大，本港教育界
以至社會一直以來較少就此作仔細討論，遑論
是為非學術表現釐定有系統的參考標準。
「同學本身都未必對自己的非學術經歷很有

自信，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出色），也不確定

自己能否達到大學
要求。」黃麗燕以
運動比賽為例，除
了奧運、亞運等大
型比賽，較易予外
界辨識出重要性
外，其他五花八門
的比賽或活動，大
學重視多少，對學
校而言目前是較難
掌握，社會服務就
更難判斷。
因此，黃麗燕坦言現時更多是抱持觀望態

度，希望有了首年經驗，有助學校未來更好掌
握相關門檻。她認為，若計劃恒常化，相信對
於未來學生的幫助，會較現屆中六生更大，
「對中六生來說，現在可以讓他們補足自身活
動經歷的時間已經不多；對中三、中四同學來
說，幫助或者會大一點，他們還有時間去累積
經驗，好好規劃，於學術及非學術之間取得更
好的平衡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距離本周五文憑試
（DSE）筆試開考尚有3天，考生正密鑼緊鼓地溫習，今
年考試核心科目會實施原校試場安排，幫助考生於熟悉
環境應考。考評局昨日在網誌提醒，考生除要做足防疫
措施，亦要緊記考試規則「NFT」，包括切勿在試場內
拍照、填好試題編號，及帶備合規格計算機。
考生要緊記，Never（切勿）在試場內「打卡」。考評局重

申，在試場內拍照、錄影或錄音、拍攝或帶走本貼於答題
簿的Barcode貼紙均屬違規可被扣分，把這些照片/影片於
網上公開展示，科目成績更會被降級。另亦要根據指示，
小心Fill in（填好）試題編號，作答時字體也必須清晰。
此外，考生也要Take（帶備）符合規格的計算機，上

面必須印有「H.K.E.A.A. APPROVED」或「H.K.E.A.
APPROVED」標籤，不可在計數機背面書寫，否則會被
扣分或取消成績。有關規則內容，可參閱《考生手冊》，
或聯絡考評局公開考試資訊中心（3628 886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腫
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與韓國首爾國立大學、成均館大
學、亞洲大學醫學院及AI初創公司Lunit合作，開發了
一種用於非小細胞肺癌的AI分析工具，它可為完整病
理切片影像進行分析，以了解可作為生物標誌物的抗腫
瘤免疫激活分子「腫瘤浸潤淋巴細胞」的分布，從而預
測晚期肺癌治療的有效性，或可幫助提供更精確的臨床
治療方案。

人類免疫系統的T細胞表面有一種叫PD-1的蛋白，
當它與癌細胞的PD-L1結合，可使腫瘤避過免疫系統攻
擊。現時一線治療是一種以antiPD-1為「免疫檢查點抑
制劑」的免疫療法，其作用是令PD-1蛋白與PD-L1不
能結合，讓免疫系統繼續發揮作用，殺滅癌細胞。
不過莫樹錦提到，antiPD-1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成效

受限於患者的腫瘤微環境，現時還未有生物標誌物可評
估療效。理論上，抗腫瘤免疫激活分子「腫瘤浸潤淋巴

細胞」雖可預測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效果，但目前
只能靠人手就相關細胞的病理影像點算，影響其效用及
客觀性。
於是研究團隊合作開發AI工具，以分割和量化整個

病理切片影像中的多個組織學成分，包括腫瘤上皮細
胞、癌基質和「腫瘤浸潤淋巴細胞」，通過AI模型訓
練產生出三種免疫表型並加以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AI輔助的「腫瘤浸潤淋巴細胞」分析

與抗腫瘤反應及無惡化存活期密切相關，意味日後或可
提供更精確的臨床治療方案，相關詳情已刊登於期刊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主辦，香港文匯
報、大公報等作支持機構的
2021-22年度「身心健康系列—全
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的學生
邀請賽」早前圓滿舉行，今年賽事
吸引近100所中小學、幼稚園及特
殊學校參與，學生於包括標語創
作、書法、繪畫項目展現才華。主
辦方近日公布各項賽事結果，其
中，中學標語創作賽由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學生劉俊輝奪
冠；高小及初小組的硬筆書法賽，
則分別由育賢學校學生袁駿熙及柴
灣角天主教小學學生鍾曦朗獲得冠
軍。
其他組別方面，幼稚園及特殊教

育組的親子情濃創意繪畫及填色賽
冠軍，分別由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
稚園暨幼兒中心學生吳栩唯及匡智
會元朗晨曦學校學生李瀚希獲得。
主辦方指，今年參與「身心健康」

校際賽的學生表現突出，中學組創
作的標語令人心領神會，小學同學
則寫得一手娟秀的字體，幼稚園及
特殊學校學生也與家長一起繪畫出
一幅幅充滿內涵的作品，藉比賽感
悟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為美好
人生打下良好基礎。詳細得獎名
單，可瀏覽www.q-e-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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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析切片影像 預測肺癌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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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焯君（左）和麥可欣均認為，她們的非學術表現可望於計劃下獲得認
可，感覺多年努力沒有白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黃麗燕指部分同學因
不清楚計劃詳情而不敢挑
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馮焯君是創知中學學生會會長，多年來積
極參與童軍等各類活動。 受訪者供圖

◆ 麥可欣熱愛游泳，曾獲得多
項游泳比賽獎項。 受訪者供圖

◆考評局重申不可在試場內拍照和把答題簿的Bar-
code貼紙於網上公開展示。 考評局網誌圖片

◆要根據指示，小心Fill in試題編號。 考評局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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