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881903.com 

學友社：應屆文憑試考生赴內地或台灣升學意欲下降 

 
 

學友社以問卷訪問超過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分別有超過一成及兩成半人，

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均按年下跌 4 個百分點，最多人不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因

素，包括擔心難以融入當地、生活環境較差等，不考慮到台灣升學因素，包括擔

心學歷和就業上的認受性。有逾 6 成人表示，政府施政報告推出的大灣區發展政

策，如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增加他們到大灣區發展意欲；有 9 成人則表示，台

灣當局放寬港澳畢業生留台政策，如畢業後延期居留最長一年，增加他們到台灣

發展意欲。 學友社分析，學生對兩地升學意欲下降，受多個因素影響，包括本

地學生人數持續減少、學生有更多本地升學機會等。調查亦發現，學生考慮兩地

升學因素有所轉變，由以往因學費便宜、收生要求低等因素，改為有更多長遠及

深入考慮，如兩地學習環境等。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rthk.hk 

學友社調查：文憑試考生赴內地及台灣升學意欲下跌 

 
學友社擔心長遠影響本港大學的質素及排名，認為應檢討如何留住本地人才。 

有調查發現，受訪文憑試考生對到內地及台灣升學的意欲下降，分別只有 11%

及 26%，兩者均較去年下跌 4%。 

 

學友社在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以問卷訪問超過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

現他們對兩地升學意欲下降的原因，包括本地學生人數減少，和選擇到其他地方

升學。6 成考生表示，因政治環境及制度，而不考慮到內地升學。近一半受訪考

生則因為擔心學歷認受性，而不考慮到台灣升學。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

示，受疫情影響，學生不能親身到當地視察，亦減少到兩地的升學意欲。 

 

吳寶城表示，考生希望到台灣升學的數字仍然高企，加上本地學生轉到其他國家

升學或移民的人數增加，擔心長遠會影響香港的大學質素及排名，認為應該檢討

如何留住本地人才。 

 

另外，調查亦發現，超過 6 成受訪考生表示，特區政府推岀的大灣區發展政策，

增加他們前往大灣區升學及發展的意欲。超過 9 成則認為，台灣放寬港澳畢業生

的留台政策，增加他們到當地發展的意欲。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東方日報 

DSE 考生人數跌令升讀 8 大機會增 往兩岸升學意欲減 4 個分百點 

 
吳寶城(左)建議學生選科前要多留意學科本身的內容。 

因應文憑試(DSE)考生人數下跌，而本港資助學士學位名額不變的情況下，學生

入讀 8 大的機會或因而增加。輔導機構學友社訪問逾 1700 名應屆文憑試生，發

現他們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的意欲，比去年同類調查下跌 4 個百分點。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訪問逾 1768 名文憑試生，了解他們的升

學意欲。其中有 11%受訪者考慮到內地升學，到台灣升學的則有 26%，兩者均

較去年下跌 4 個百分點。不過，想到台灣升學的考生比內地的仍多逾一倍。 

 

被問到考慮前往台灣升學的因素，最多人即 47%認為是文化及地理位置相近，

其次有 46%人認為是收生要求較低，45%人認為學習環境好。不過，仍有 47%

及 46%人擔心在當地升學後，學歷及就業上的認受性。 

 

至於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54%人認為當地的收生要求低，33%是受朋友或家

人鼓勵。另外，有 60%人擔心政治環境或制度，以及 40%人難以融入當地，會

被當地人排斥，因此不考慮到內地升學。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建議，學生選科前要多留意學科本身的內容、資歷等

「即時影響」，若學生最終目的是想到兩地發展、居留，亦要留意當地的相關政

策。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星島日報 

【中學文憑試】考生到內地台灣升學意欲下降 

 

學友社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訪問逾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今年考

慮內地及台灣升學的考生，分別為 11%及 26%，均較去年減 4%。 

 

調查發現學生兩岸升學因素有轉變，考慮畢業留在當地發展的學生比例上升，願

留在內地發展的學生由 19 年的 14%增至今年的 36%，63%認同施政報告提出

鼓勵大灣區發展措施，而有意欲到區內發展。 

 

至於台灣方面，願意留在當地發展的學生比例，由19年的18%增至今年的36%。

高達 94%受訪考生認同台灣政府對港生留台政策增加其到當地發展的意欲。 

 

學友社建議考生留意兩地升學報名、收生及入學最新資料，並注意受疫情影響的

更新資訊；又提醒學生應留意課程內容、學習模式及認受性等，作綜合考慮。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蘋果日報 

DSE︱26%受訪考生欲赴台升學  

僅 11%想去大陸 「台政治環境制度吸引」 

 
吳寶城（左）指台灣政府為香港畢業生推出新政策，令 94%受訪者增加到台灣發展意欲。 

近年，內地及台灣成為香港文憑試畢業生的升學熱點，有機構調查發現，逾四分

之一（26%）受訪者將考慮前往台灣升學，僅有約一成（11%）學生會考慮到內

地升學，當中政治環境、收生要求為最影響學生決定的因素。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 1,768 位應屆文憑

試考生，有關前往兩地升學的意願。學生在考慮前往內地升學時，會因為收生要

求較低、朋友或家人鼓勵，及學習環境好等因素而考慮在當地升學；但同時亦有

約六成受訪者表示，會因政治環境及制度而不考慮前往內地升學。台灣方面，除

了收生要求較低，文化或地理位置香港相近，政治環境及制度，亦是吸引他們到

台灣升學的原因。 

 

兩地政府有關青年在當地發展及留學的計劃，亦很大程度上影響學生到當地發展

的意欲。調查發現，有 63%指《施政報告》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增加了他們到

大灣區發展的意欲，而台灣政府針對香港畢業生的留台政策，亦令 94%受訪者

增加到台灣發展的意欲。 

 

學生考慮兩地升學的因素有改變，從過往學費便宜、收生要求較低等考慮，轉為

更深入及長遠的考慮，如留在當地發展及移民等，升學後有意留在當地發展的人

數，亦較前年錄得近一倍的升幅。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雖然文憑試考生對前往兩地升學的意欲有下跌，

並不等同留在本地升學的學生更多。他分析指，雖然想到兩地升學的數字較兩年



前下跌，背後原因是有更多學生考慮兩地以外、歐美等地區的升學選擇，學生同

時亦會將移民及在當地定居等考慮，納入升學選擇的考慮之一。 

 

他認為，越來越多學生考慮到台灣及海外升學，有關趨勢長遠會影響香港的大學

質素及排名，認為政府應該檢討如何留住本地人才。 

 

吳提醒考生，文憑試放榜後，兩地升學選擇會銳減，所以應在 3 月中前，為前往

兩地升學作好報名及準備文件等事前功夫，同時亦要留意部份大學個別招生的安

排，盡早作好準備。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星島日報 

調查指文憑試考生對內地及台灣升學意欲下降 

 
學友社調查發現應屆文憑試考生對內地及台灣升學意欲下降。 

 

近年愈來愈多香港學生選擇海外升學，其中內地及台灣由於學費較便宜，為本地

學生留學熱門地點之一。學友社近日調查發現，受訪應屆文憑試考生對到內地及

台灣升學的意欲，分別只有 11%及 26%，均較去年下跌 4%。 

 

學友社在去年 12月至今年 2月，以問卷形式訪問超過 17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調查結果顯示，約 6 成受訪學生表示，因政治環境及制度，而不考慮到內地升學；

而不考慮到台灣升學的受訪者中，近半是擔心學歷認受性問題。 

 

調查亦發現逾 9 成受訪學生表示，若台灣放寬港澳畢業生留台政策，會增加他們

到台發展意欲，而逾 6 成則表示，因港府推動大灣區發展政策，增加他們對大灣

區升學及發展的意欲。 

 

學友社估計，由於本地學生持續減少，本地升學機會增加，影響考生對於留學的

選擇，而且受到疫情影響，學生不能到當地視察，亦會減低到兩地升學意欲。不

過，學友社認為，考生到台灣升學的意慾仍然高企，再加上本地學生轉往其他國

家升學人數增加，擔心長遠可能影響香港大學質素及排名。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晴報 

兩岸升學｜文憑試生台灣及內地升學意欲齊跌  

或與多國推留學移民政策有關 

 
 

內地及台灣向來是港生升學熱點。但學友社一項調查發現，應屆文憑試考生今年

到台灣及內地升學意願，分別為 26%及 11%，較去年各下降 4 個百分點。 

 

調查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進行，訪問 1768 名應屆考生，發現同學不考慮到台

灣升學的 3 大主因包括： 

 

擔心認受性（學歷上）（47%） 

擔心就業（46%） 

擔心大學質素（23%） 

而不考慮到內地升學原因則為： 

 

政治環境/制度 （60%） 

難以融入當地，被當地人排斥（40%） 

生活環境較香港差 （32%）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數據顯示台灣仍是同學熱門升學地點。但整體

而言，因各國積極推出新政策吸引學生透過留學移民當地，同學或因此多考慮其

他海外國家；加上本地學生減少，同學升讀八大機會增，以致考慮兩地升學者減。 

 

吳續說，考慮到台灣升學人數減少，或與社會事件減少有關。他稱去年同學擔心

台灣學歷及就業認受性不足的比例首次跌至 25%及 27%，但今年社會事件不再

熱熾，數據亦回復至 2019 年或之前水平，認為同學冷靜下來多思考前景。 

 



至於有意到內地升學者，調查顯示由 2019 年的 20%跌至去年 15%，再跌至今

年 11%，吳認為跌幅仍會持續。他解釋，疫情下同學未能到內地實地考察交流

以了解內地情況，或因此減少到內地意欲。 

 

應屆考生王同學表示有意到內地升讀法律。她稱預計自己文憑試最佳 5 科成績只

得 18 分，難在港升學，加上家人居於內地，故有意到當地升學及發展。呂同學

則有意往台灣修讀生命科學，因香港無相關課程，加上近年局勢不穩，故有意往

台灣發展。 

 

吳寶城提醒，台灣及內地大學已開始招生，促同學盡早準備，以免要邊應考邊為

升學憂心。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香港 01 

DSE 2021│學友社調查：本地生續減少  

中學生內地台灣升學意欲減 

 

學友社早前以問卷形式訪問超過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表示「考慮內地

升學」及「考慮台灣升學」的比例分別為 11%及 26%，兩者均按年下跌 4 個百

分點，但考慮到台灣升學的受訪者比例，較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多一倍。 

 

 
考慮到台灣升學的受訪者比例，較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多一倍。 

 

學友社估計，這是由於本地學生持續減少，本地升學機會增加。 

 

調查亦發現，學生考慮升學的因素有所轉變，由以往多關注學費、收生要求低及

報名便利因素，轉為有更長遠考慮，如學習環境及留在當地發展等。其中，有意

留台發展者，由 2019 年的 18%，增至 2021 年的 36%。 



 
學友社調查指，有六成受訪者因港府推動大灣區發展政策而表示考慮到內地發展。 

 

逾九成學生指若台灣放寬港澳畢業生留台政策 增加發展意欲 

 

此外，有逾九成受訪學生表示，若台灣放寬港澳畢業生留台政策，增加他們到台

發展意欲，而表示因港府推動大灣區發展政策而考慮到內地發展的受訪者則有逾

六成。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對於有意到外地升學的學生，內地和台灣以外亦有不少選擇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補充，對於有意到外地升學的學生，內地和台灣以外

亦有不少選擇，另有學生選擇移民，亦導致到兩地升學意欲下降。 

 

他續指，而今年學生考慮到台升學的學生比例下降，部分原因是去年受社會氣氛

影響，考慮到台升學的比例增加（30%），至今年稍有回落。 

 

到內地升學意欲下降 調查：或因擔心內地社會政治環境 

 

至於學生到內地升學意欲下降，吳表示，部分中六學生或因擔心內地社會政治環

境，影響升學意欲。但他補充，去年實際到內地升學數字並不低，又因社會氣氛

影響，預期未來學生到內地升學意欲會繼續下降，但不會跌得太多，因為不少學



生都有在內地生活、學習的經驗。 

 

對於近年本地學生人數減少，學生移民增加，以及「Quit U（大學退學潮）」對

本地院校有何影響，吳寶城表示，若情況持續，學生入學競爭將減少，而學校的

教學質素及排名亦會受影響。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信報 

學友社:文憑試考生赴內地及台灣升學意欲下跌 

學友社在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以問卷訪問超過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分

別有超過 10%及 25%考生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均按年下跌 4 個百分點。 

 

調查發現，60%考生表示，因政治環境及制度不考慮到內地升學。近一半受訪考

生則因為擔心學歷和就業上的認受性，而不考慮到台灣升學。 

 

調查亦發現，超過 60%受訪考生表示，特區政府推岀的大灣區發展政策，增加

他們前往大灣區升學及發展的意欲。超過 90%考生則認為，台灣放寬港澳畢業

生的留台政策，增加他們到當地發展的意欲。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受疫情影響，學生不能親身到當地視察，亦減

少到兩地的升學意欲。吳寶城又指，考生希望到台灣升學的數字仍然高企，加上

本地學生轉到其他國家升學或移民的人數增加，擔心長遠會影響香港的大學質素

及排名，認為應該檢討如何留住本地人才。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頭條日報 

調查指文憑試考生對內地及台灣升學意欲下降 

 
近年愈來愈多香港學生選擇海外升學，其中內地及台灣由於學費較便宜，為本地

學生留學熱門地點之一。學友社近日調查發現，受訪應屆文憑試考生對到內地及

台灣升學的意欲，分別只有 11%及 26%，均較去年下跌 4%。 

 

學友社在去年 12月至今年 2月，以問卷形式訪問超過 17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調查結果顯示，約 6 成受訪學生表示，因政治環境及制度，而不考慮到內地升學；

而不考慮到台灣升學的受訪者中，近半是擔心學歷認受性問題。 

 

調查亦發現逾 9 成受訪學生表示，若台灣放寬港澳畢業生留台政策，會增加他們

到台發展意欲，而逾 6 成則表示，因港府推動大灣區發展政策，增加他們對大灣

區升學及發展的意欲。 

 

學友社估計，由於本地學生持續減少，本地升學機會增加，影響考生對於留學的

選擇，而且受到疫情影響，學生不能到當地視察，亦會減低到兩地升學意欲。不

過，學友社認為，考生到台灣升學的意慾仍然高企，再加上本地學生轉往其他國

家升學人數增加，擔心長遠可能影響香港大學質素及排名。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媒體：經濟日報 

【DSE2021】學友社調查指考生赴內地台灣升學意欲減  

考慮內地升學比例創 2014 年來新低 

 
學友社今日（7 日）公布應屆文憑試考生赴內地及台灣升學意向調查結果。 

 

中學文憑試（DSE）下月底開考，學友社近月訪問逾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發現他們對於前往內地及台灣升學的意欲下降，分別為 11%及 26%，兩者均比

去年下降 4 個百分點，前往內地升學意欲更創近年新低。 

 

學友社於去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以問卷訪問逾 1,768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結

果顯示，會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的考生分別佔 11%及 26%，而考慮到台灣升

學的考生人數比例，仍較考慮欲到內地升學者多出超過 1 倍。 

 

跟學友社去年同期進行的調查比較，考慮到兩地升學的人數比例，均按年減 4

個百分點，其中考慮內地升學比例，自去年起連續兩年下跌，更創自 2014 年有

紀錄以來新低。 

 

考生不考慮內地升學的主要因素，分別為「政治環境／制度」（60%）、「難以

融入當地，被當地人排斥」（40%）及「生活環境較香港差」（32%）。至於不

考慮台灣升學的主要因素是擔心學歷及就業上的認受性，分別佔 47%及 46%。 

 

今年新增調查項目亦發現，因應政府早前在施政報告推出一系列大灣區發展政策

（如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63%考生表示會增加前往大灣區發展的意欲；94%

考生更表示，台灣當局放寬港澳畢業生的留台政策（如畢業後延期居留最長 1

年），亦會增加他們到台灣發展的意欲。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出，學生對兩地的升學意欲下降，受多個因素影響，

包括本地學生人數持續減少，學生有更多本地升學機會；即使學生有意到海外升

學，也有很多上述兩地以外的選擇。 

 

 
學友社比較近年的文憑試考生赴兩地升學意欲調查結果，顯示港生赴內地升學意欲創自 2014 年來新低。 

 

調查亦發現，學生考慮兩地升學因素也有所轉變，由以往因為學費便宜、收生要

求低以及報名方法便利等因素，改為有更多長遠及深入的考慮，例如多了學生因

兩地學習環境優良而選擇升學（內地較去年上升 2 個百分點；考慮台灣升學者則

上升 7 個百分點），另外考慮畢業後留在當地發展的學生均連年上升，有意留在

內地發展者由 2019 年 14%上升至 2021 年 36%，而有意留台發展者，則由 2019

年 18%上升至 2021 年 36%。 

 

至於選擇院校及學科的考慮因素中，院校所在城市考慮的上升較有顯著，反而少

了學生考慮其學科在日後是否帶來就業優勢。吳寶城指，結果反映部份學生選擇

兩地升學時，考慮在日後當地的生活多於學科本身的內容、資歷，同學要知道學

科內容對學生有即時的影響，而且不同地方移民或居留政策往往取決於是否有工

作及薪酬等因素，提醒學生留意相關政策，但整體而言，數據反映今屆更多受訪

考生自評對兩地升學的大學質素、收生要求、選科策略及報讀方法表示了解，反

映有意到兩地升學者比以往同學有更好準備。 

 

吳寶城提醒，考生應時刻注意兩地升學報名、收生及入學等最新資料，並且注意

因為受疫情影響，相關資料可能不時更新。學友社亦提供一系列支援服務，包括

出版《大中華升學指南》網上特輯、承辦教育局「文憑試收生計劃指南」、學生

專線 2503 3399 及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student.hk 等。其中於上月底出版的《大

中華升學指南》網上特輯載有內地、台灣及澳門的最新升學形勢及報讀方法，詳

情可致電學友社（2397 6116 / 2728 7999）。 

  



日期：2021 年 3 月 8 日 

媒體：大紀元 

香港調查指文憑試考生赴大陸及臺灣升學意欲減 

 

【大紀元 2021 年 03 月 08 日訊】（大紀元記者王緯峻香港報導）學友社一項調

查發現，考慮到大陸及臺灣升學的應屆文憑試考生比例，分別為 11%及 26%，

同樣下跌 4 個百分點。 

 

學友社在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以問卷訪問超過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結

果顯示，考慮到大陸及臺灣升學的考生分別占 11%及 26%，考慮到臺灣升學的

考生人數比例，較考慮欲到大陸升學的多超過 1 倍。與去年同期的調查比較，兩

者均按年減 4 個百分點。考慮到大陸升學的考生比例連續兩年下跌，並創看 2014

年有紀錄以來最低。 

 

被問到不考慮到大陸升學的因素，有 60%考生表示，因政治環境及制度而不考

慮到大陸升學，其它原因還包括，“難以融入當地，被當地人排斥”（40%）及

“生活環境較香港差”（32%）。至於不考慮到臺灣升學的因素，近一半考生擔

心學歷及就業上的認受。 

 

有 94%考生表示，臺灣當局放寬港澳畢業生的留台政策，例如畢業後延期居留

最長一年，增加他們到臺灣發展意欲。調查發現，有意留台發展的受訪考生，由

2019 年的 18%，增至 2021 年的 36%。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分析，考生到兩地升學意欲下降，受多個因素影響，

包括本地學生人數持續減少，學生有更多本地升學機會等。除了大陸和臺灣外，

有意到外地升學的學生還有其他選擇，亦有不少學生選擇移民，都導致考生到兩

地升學意欲下降。 

 

吳寶城又表示，考生希望到臺灣升學的數字仍然高企，今年考慮到台升學的考生

比例下跌，部分原因是去年受社會氣氛影響，令考慮到台升學的比例增加（30%），

至今年稍有回落。 

  



日期：2021 年 3 月 8 日 

媒體：巴士的報 

【教育要聞】調查：應屆文憑試生 兩岸升學意欲略減 

 
 

文憑試下月正式開考，考生忙於備試之餘，亦為升學出路籌謀。學友社調查發現，

分別有兩成六及一成一受訪應屆考生，擬到台灣及內地升學，均較去年減百分之

四，而學生考慮兩岸升學因素有變，各有三成六人願意畢業後留在當地發展，即

升學同時看重移居與出路。學友社提醒考生須留意學科內容與資歷等，作出綜合

考慮。 

 

學友社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以問卷訪問逾一千七百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

現考慮到兩岸升學比例均見下降，其中擬往內地升學比例更跌至一四年調查以來

的新低，僅得一成一。願意到台灣升學的比例，亦由去年的三成降至今年的兩成

六，即兩岸升學意願差距為一成半，與去年相若。 

 

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分析，隨着近年文憑試考生人數減少，學額相應充裕之下，

本地入讀心儀院校及學科機會更大，加上新冠疫情持續影響，學生未能親身到兩

岸院校考察，令他們到當地升學意欲有所減低。同時受近年社會氣氛影響，有學

生對內地不信任，他預期未來幾年港生對內地升學的意願，仍會持續下降。 

 

以往學生選擇兩岸升學，不離開學費便宜、收生要求低及報名便利等因素，但調

查發現這些因素認同度均告下跌，顯示考生想法轉變，更明顯是愈多人考慮報讀

院校所在城市，而畢業後擬留在內地及台灣發展的比例，各達三成六，較去年分

別增三個及八個百分點。有六成三人認同《施政報告》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畫，

鼓勵他們到區內發展；有九成四人認同台灣政府對港生留台政策，包括畢業後可

延長居留一年，增加他們留台發展意欲。 

 



至於不選擇內地升學原因，家人或朋友不支持、擔心難以融合的比例有所增加；

不考慮台灣升學的受訪考生，主要擔心學歷及就業的認同性，比例較去年增約兩

成。 

 

對於不少考生以移居作為兩岸升學考量，吳寶城提醒他們須同時考慮報讀學科內

容、資歷等，「譬如留台定居需要計分，學科內容是甚麼，畢業後是否容易求職，

對日後發展都有影響。」他又認為，終極改革後的通識教育科加入內地考察，有

助高中生認識內地情況，長遠提升他們到內地升學的意欲，但期望考察活動以軟

性接觸為主，讓學生有機會與當地人交流，獲益遠較參觀更大。 

  



日期：2021 年 3 月 8 日 

媒體：明報 

11%港生願內地升學 8 年低 六成稱因政治環境 

 學友社：氣氛印象影響 

 

 

【明報專訊】中六學生新學年赴內地升讀大學，現在正值報名期。學友社調查

1700 名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11%受訪者稱會考慮內地升學，是 2014 年有調

查以來 8 年新低。學生不考慮內地升學的原因（可選多項），最高比率是「政治

環境／制度」（60%）；其次是「難以融入當地，被當地人排斥」（40%）。學

友社稱，過去一年疫情令同學缺少親身前往內地認識的機會，認為選擇不去的同

學純粹因「對內地政治、生活，整個環境不喜歡或擔心」，未必仔細看長遠的發

展。 

 

升學內地台灣意欲 同跌 4 百分點 

學友社每年同期調查港生對內地及台灣升學意向。今次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

問卷調查 1700 名應屆 DSE 考生。前往內地及台灣的意欲同減少 4 個百分點，

往內地更是自 2014 年的新低，只有 11%受訪者考慮；有意赴台灣升學比率由

2020 年 30%的高峰，下降至 2021 年的 26%（見表）。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稱，不去內地升學的同學大部分受氣氛、印象影響，

加上近一年疫情令他們缺少親身接觸內地，沒機會結識內地同學，問卷結果亦反

映不考慮同學憂「難以融入當地」的比率較 2020 年升 4 百分點至四成。 

 

調查內「會考慮內地升學」比率 2020、2021 年均下降，但 2020 年經「內地高



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報讀內地院校，按年升約 14%。吳寶城稱，

過去同學表態去內地升學，最終卻未必付諸實行，然而目前環境下，仍在調查表

達有意內地升學的同學，「意志堅定、清晰」，數據更反映真實去內地的情况。 

 

願內地升學中六生： 

不夠分本港讀法律 報內地大學 

有意內地升學的中六生 Gigi 預計 DSE 成績最佳 5 科約 18 分，不足以考入本港

大學讀心儀的法律系，故會報讀內地大學。她稱，去內地讀書主要擔心與家人朋

友分隔兩地，以及跟不上理科成績。 

 

留台放寬 九成人稱增赴當地意欲 

調查亦新增問題，問及相關政策對學生往兩地發展的影響。逾六成學生表示，政

府施政報告推出大灣區發展政策，如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等，增加他們往大灣區

發展的意欲。而台灣放寬港澳畢業生的留台政策，有逾九成學生反映，增加他們

到台灣發展的意欲。 

  



日期：2021 年 3 月 8 日 

媒體：東方日報 

調查：應屆 DSE 生兩岸升學意欲跌 

【本報訊】因文憑試（DSE）的考生人數下跌，而本港資助學士學位名額不變的

情況下，學生入讀八大的機會或因而增加，可能影響到海外升學的意欲。輔導機

構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訪問逾 1,700 名應屆文憑試生，發現他

們考慮到台灣或內地升學的意欲，比去年同類調查下跌 4 個百分點。 

 

要留意學科內容及資歷 

學友社早前訪問逾 1,768 名文憑試生，了解他們的升學意欲，受訪者當中，有

11%人考慮到內地升學，到台灣升學的則有 26%，兩者均較去年下跌 4 個百分

點。不過，想到台灣升學的考生比內地的仍多逾一倍。 

 

被問到考慮前往台灣升學的因素，最多人即 47%認為，是文化及地理位置相近；

其次有 46%人認為是收生要求較低，45%人則認為學習環境佳。不過，仍分別

有 47%及 46%人擔心在當地升學後，學歷及就業上的認受性低。 

 

至於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54%人認為當地的收生要求低，33%是受朋友或家

人鼓勵，另有 31%人認為學習環境佳。不過，有 60%人擔心政治環境或制度，

40%人擔心難以融入當地，會被當地人排斥，以及 32%人認為生活環境比香港

差，因此不考慮到內地升學。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建議，學生選科之前要多留意學科本身的內容、資歷

等「即時影響」，若學生最終目的是想到兩地發展、居留，亦要留意當地的相關

政策。 

  



日期：2021 年 3 月 8 日 

媒體：文匯報 

港推灣區發展政策 DSE 生更願入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中學文憑試將於下月底開考，學友社昨日公

布應屆考生對內地和台灣升學意慾的調查結果，發現學生對前往兩岸升學的意慾

一致下跌，估計與本地學生人數持續減少、學生有更多升學機會有關。考慮畢業

後留在當地發展的學生則連年上升，其中有意留在內地發展者，由2019年的14%

升至今年 36%，另有逾六成學生表示，政府施政報告推出一系列大灣區發展政

策，增加他們往大灣區發展的意慾。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以問卷調查訪問超過 1,700 名應屆文憑試

考生，了解他們前往內地及台灣升學的意向和認知。 

 

結果發現，「考慮內地升學」及「考慮台灣升學」分別為 11%及 26%，兩者均

比去年下降 4 個百分點。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分析，這一方面源於本地學生人數持續減少，學生有

更多升學機會，加上學生有意選擇海外升學，亦有很多其他選擇。 

 

在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中，54%人認為當地收生要求較低，31%認為學習環境

好，惟亦有四成考生因擔心「難以融入當地，被當地人排斥」而不考慮到內地升

學；在台灣升學方面，47%人認為文化及地理位置相近，其次是學習環境好、學

費較便宜等，但分別有 47%及 46%人因擔心「學歷認受性」及「就業認受性」

問題，而對赴台升學感卻步。 

 

畢業後擬留內地發展增至 36% 



 

至於考慮畢業後留在當地發展的學生則連年上升，有意留在內地發展者，由 2019

年 14%上升至今年 36%；有意留在台灣發展者，則由 2019 年 18%上升至今年

36%。 

 

調查又顯示，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推出一系列大灣區發展政策，如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逾六成學生認同這增加他們往大灣區發展的意慾；台灣放寬了港澳畢業生

的留台政策，如畢業後延期居留最長一年等，有九成學生同意增加了他們赴台發

展的意慾。 

 

吳寶城提醒，學生應注意課程內容、學習模式及認受性等因素，若最終想在當地

發展及居留，亦要留意相關政策。同學亦宜注意相關升學報名、收生及入學等最

新資料，尤其注意因疫情影響，相關資料可能不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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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生兩岸升學意願齊跌 學友社：或因多國推留學移民 

 
 

學友社一項調查顯示，今年文憑試考生到兩岸升學的意願均下降 4 個百分點，其

中有意赴台灣者回落至 26%，返內地升學則跌至 11%創新低。學友社指，跌幅

與多國向港人推出留學移民政策吸納人才，及本地升學競爭緩和等有關，並料兩

地升學意願將持續下滑。 

 

學友社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向1,768名應屆文憑試考生進行兩岸升學問卷調查，

發現有意赴台灣升學者由去年的 3 成回落至今年的 26%；到內地則由前年的 2

成，錄連續 2 年下跌至 11%，並創 2014 年以來新低。 

 

社會局勢趨穩 赴台升學降溫 

 

調查又顯示，考生主要因收生要求低而考慮到兩地升學，而不考慮到台灣升學的

3 大原因依次為擔心學歷認受性、就業及大學質素；而不考慮到內地升學則與政

治環境與制度、恐被當地人排斥及生活環境較本港差有關。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稱，台灣仍是港生升學熱點，但今次調查顯示兩岸升

學意願皆跌，相信因考生選擇增，如現有多國積極推新政策吸引學生透過留學移

民當地，及本地 8 所資助大學因學生人數減而下調收生門檻有關。他又提到，社

會事件緩和，為考生急到台灣升學降溫；而疫情下考生難到內地視察亦有礙考生

對內地認識，料考生兩地升學意願會持續下滑。 

 

應屆考生王同學表示，有意到內地升讀法律，因預計文憑試最佳 5 科成績只得

18 分，難達本地法律系 28 分的門檻；加上家人居於內地，故有意到當地升學及



發展。另一位考生呂同學則欲修讀生命科學，但本港無相關課程，加上感覺本港

局勢不穩，故計劃赴台升學及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