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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調查︰DSE 考生壓力較去年低 

【Now 新聞台】文憑試周五開考，學友社調查顯示應屆考生的壓力達 7.6

分，比去年略低。  

學友社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 1700 名應屆考生，以 10

分為滿分，考生壓力平均分達 7.6 分，比去年的 8.1 分低，九成人認為

疫情影響學習進度，較去年的六成半多，最多考生認為壓力分別來自考

試後的出路及時間不足。  

學友社認為實體上課時數減少，欠缺文藝康樂活動等，都是考生壓力分

數高企的原因，又認為考評局措施對學生有幫助。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在學校，老師可能可以詢問同學的情況，

照顧同學的需要，看到他們有學習困難，可以面對面教授、解決，但課

堂時間減少，這些工作都做少了。考評局一些措施，今年延遲開考，考

試調整，有一些題目可以答少點，可以多一些選擇題，其實這些都是幫

助同學減壓，所以最終壓力指數較去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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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8 日 

媒體：無線新聞 

 

 

文憑試將開考 調查指九成受訪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 

中學文憑試星期五開考，有調查發現，九成受訪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 

 

學友社去年 12月至今年 2月，以問卷訪問逾 17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以 10分為

滿分，受訪考生指壓力達 7.6分，主要是擔心出路、準備時間不足及自我期望。 

 

另外，九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七成就指學校改網上授課，對他們備試

帶來負面影響。 

 

學友社提醒考生準備文憑試期間，要關注自身的情緒心理狀況，多以客觀想法，減

少負面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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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8 日 

媒體：有線新聞 

 

 

調查：九成文憑試考生指疫情影響學習 三成人指取消口試及校本評核添壓力 

 

【有線新聞】中學文憑試星期五開考，有團體調查指九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

進度，部分人亦擔心取消口試及校本評核會帶來負面影響。 

文憑試再次在疫情下開考，學友社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訪問了超過 1700 名應屆

考生。以 10 分為滿分，壓力有 7.6 分，約 60%人的壓力來自時間不足及憂慮往

後出路。90%人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較去年調查的 65%更嚴重。亦有 88%受

訪者認為疫情減低他們的學習動力，集中不到精神準備應考。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以前例如同學覺得有壓力，可能會去打波、與同

學遊玩、聊天或一些戶外活動。疫情下大家會減少或者他們很擔心，不敢做這麼

多，少了這些自我減壓的活動都令同學壓力指數高企。」 

考評局較早前因應疫情取消或精簡校本評核，亦取消中英文口試。調查發現較多

考生覺得這些改動會帶來正面影響，但分別亦有 38%及 31%考生覺得是負面。 

吳寶城：「這個數字都頗大，他們覺得取消和簡化 SBA 反而會變成『一試定生

死』。現在沒有了這個部分，同學的所有分數都來自公開試，反而他們的壓力更

大。」 

學友社提醒考生記得帶齊準考證及身份證，填好健康申報表，亦應該熟讀考評局。

在疫情下的特別安排，如果突然要強制檢疫或檢測，都可以跟從指引應對。 

 

 

 

 

 



20210418_合集_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相關新聞報導 

4 
 

日期：2021 年 4 月 18 日 

媒體：商台 

 

 

 

 

 

 

 

 

 

 

調查指 9 成文憑試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  

本地 發佈時間 18.04.2021 11:03 最後更新時間 18.04.2021 11:03  

 

今屆中學文憑試將於星期五開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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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 分為滿分計算，考生的壓力指數為 7.6 分，

較去年的 8.1 分低，但仍高於以往歷屆文憑試。當中超過六成人的壓力來源，是

準備時間不足及擔憂往後出路。 調查又發現，九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

度，較去年的六成半為多。部分文憑試調整的措施亦為學生帶來影響，分別有約

4 成及 3 成人認為，取消或簡化校本評核，及取消中英口試對準備文憑試有負面

影響。 學友社指，疫情下學生的課堂模式改變，實體上課時數減少，網上學習

令效能下降，加上學校及同學間的實體支援減少，以及欠缺社交及文娛康樂等減

壓活動，令今屆考生壓力指數高企。 調查又發現，部分文憑試調整的措施亦為

部份學生帶來影響，分別有三成八及三成一人認為，取消或簡化校本評核，及取

消中英口試對準備文憑試有負面影響。學友社指，有學生認為，取消校本評核代

表「一試定生死」；說話能力較佳的考生會認為，取消口試對他們並不公平。 學

友社提醒，考生在應考當日要提早出門到達試場，並帶備准考證及身份證明文件，

亦要每日量度體溫及填交健康申報表，又指今屆文憑試因應疫情，有特別檢疫安

排，提醒考生要熟知有關安排。 

 

原文網址：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8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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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8 日 

媒體：新城電台 

學友社調查指文憑試考生壓力增 

今屆文憑試將於星期五開考, 學友社調查發現, 以 10 分為滿分, 考生壓力有 7.6

分, 雖然低於去屆考生的 8.1 分, 但仍比以往任何一屆高, 當中有 9 成考生認為

疫情影響學習進度. 

        學友社在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 訪問超過 1700 名應屆考生, 有超過

6 成考生指壓力來自準備時間不足, 以及擔心往後出路, 機構認為疫情下課堂模

式改變、實體上課時數減少, 網上學習令效能下降, 再加上減少學校與同學之間

的實體支援, 以及欠缺社交及文娛康樂等減壓活動, 是今屆考生壓力指數高企的

因素. 

        另外, 有近4成受訪者認為取消或簡化校本評核, 及超過3成受訪者認為取

消中英文口試, 對準備文憑試有負面影響, 有學生認為取消校本評核代表『一試

定生死』, 有說話能力較佳的同學認為取消口試對評核整體語文能力不公平及不

全面. 
 

 

 

 

 

 

 

 

 



20210418_合集_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相關新聞報導 

6 
 

日期：2021 年 4 月 18 日 

媒體：香港電台 

 

調查指應屆文憑試考生壓力歷年第二高 主要擔心出路 

 
 

鄭梓峰報道 

學友社一項調查發現，應屆文憑試考生壓力平均分有 7.6 分，是歷年第二高，考

生主要擔心出路。 

 

超過 9 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動力。超過 3 成認為，取消或簡化校本評核

和取消中英文口試，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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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8 日 

媒體：TOPICK 

 

 

▲ 學友社今日（18 日）公布 2021 年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結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右）

指考生壓力指數創歷屆以來第二高。（程志遠攝） 

中學文憑試（DSE）周五（23 日）開考，學友社調查發現，應屆文憑試

考生自評壓力指數仍然高企，以 10 分滿分，平均分達 7.6 分（10 分滿

分），屬歷屆以來第 2 高，僅次於上屆在去年 3 月新冠疫情初爆發時錄

得的 8.1 分，壓力主要來源是擔心往後出路及準備時間不足。對於今屆

再度取消中英口試及精簡校本評核（SBA）安排，4 至 5 成考生認為具

正面影響，同時有 3 至 4 成考生認為有負面影響。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以問卷訪問逾 1,768 名 2021 年文憑試

考生。結果顯示，應屆考生主要壓力來源是「往後出路」、「時間不足」

及「自我期望」，最多考生擔心往後出路，比例達 62.6%，高於上屆的

4 成水平；疫情之下，9 成考生指學習進度受影響，比去年高 23 個百分

點；7 成考生認為學校改以網上授課，對備試有負面影響。  

取消中英文科口試  逾 3 成考生認為有負面影響  

疫情下今屆文憑試中英文科口試取消，有 5 成考生認為措施有正面影

響，惟逾 3 成認為有負面影響；對於取消及精簡校本評核（SBA），41.1%

認為影響正面，38.2%則認為影響負面：同時約 6 成考生均認為考試範

圍調整及延續開考兩項措施具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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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減  考生或提高選科目標  致壓力增加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形容，考生的「往後出路」壓力只是回復 2019

年或之前約 6 成水平，因上屆考生經歷社會事件及疫情初爆發，致該屆

考生主要擔心時間不足，對於升學出路「擔心唔嚟」；雖然今屆考生人

數減少，加上本港移民潮令外地升學人數增，本地大學學額競爭減，但

「同學選科要求可能會高咗、更加希望入到某啲專科」，故有關壓力仍

屬高水平；他又認為移民潮並無「直接推高」考生壓力，因外地院校收

生未必跟文憑試掛鉤。  

吳寶城指，今屆考生整體壓力指數仍然高企，但對比上屆考生擔心防疫

物資不足及未知需否延期考試等不確定性因素，今屆考生是擔心實際學

習進度和成效，指今批考生受疫情持續影響逾１年，自中五已受停課影

響，而調查中 7 成考生指網課影響負面，反映網課效能低；且疫情下學

生回校與師生交流、打波等減壓活動亦減少。  

吳寶城又指，考評局採取考試延期及調整考試等措施奏效，助今屆考生

壓力指數略減；惟簡化校評變相「一試定生死」，調查反映校評有助部

分學生減壓，倡考評局未來在疫情下可考慮保留佔課時較少的科學實驗

等校評。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莊栢基提醒考生，備試期間應留意自己有否出

現失眠、情緒波動、容易暴躁、胃口變差及體重下降等「壓力警號」，

建議向身邊同行者分享內心憂慮，以及多進行聽歌及做運動等活動減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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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明報 

 

學友社調查：逾六成考生憂出路 升 20 百分點  

【明報專訊】中學文憑試（DSE）筆試本周五（23 日）開考。學友社調查稱，

應屆考生壓力分數達 7.6 分（滿分 10 分），為歷屆 DSE 第二高。學生從 7 個

壓力來源選最多 3 項，逾六成考生稱「往後出路」是其壓力來源，比去年增約

20 個百分點。學友社表示，雖然考生人數減少、入大學競爭變小，但考生期望

相應提高，令他們壓力大；又說多了考生因擔心本地教育、社會環境等，考慮海

外升學。 

學友社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以問卷訪問 1768 名 DSE 考生。九成考生稱疫

情影響學習進度，逾八成稱疫情減低學習動力。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說，應屆考生受疫情影響逾一年，疫下網課學習效能

較低，面授課暫停亦令教師較少機會支援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加上師生及同學間

互動減少，令考生壓力高企。 

海外升學查詢增 

今屆最多考生認為往後出路是其壓力來源，吳寶城說考生非突然關心有關問題，

而是上屆考生「考試是否舉行都不知」，擔心不來往後出路，今年調查結果只是

回復到以往水平。吳又說，多了學生因擔心本港社會環境、嚮往外地生活及政治

等，查詢海外升學問題。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莊栢基提醒考生，留意有否失眠、情緒波動、胃口變差

等壓力警號。他建議考生向身邊的人抒發憂慮情緒，亦可參加健康活動，紓緩備

試壓力。倘考生及家長有升學及應試相關問題，可於逢周二及周五下午 4 時至 6

時致電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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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蘋果日報 

 

DSE生壓力大 冀留學移民人數增 
 

 

■學友社調查發現，今屆考生的壓力平均分為 7.6分，屬近 10年來第二

高。 

【本報訊】莘莘學子歷經疫情、網課的困擾，壓力指數持續爆錶。今屆中學文憑

試本周五開考，學友社調查發現，今屆考生的壓力平均分為 7.6分，屬近 10年

來第二高，僅次於去年疫情初爆發時的 8.1分，壓力主要來自往後出路及準備時

間不足。學友社透露部份學生因擔心香港的教育制度、環境，冀到海外升學。 

九成人疫下礙學習進度 

學友社去年 12月至今年 2月以問卷形式訪問逾 1,7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結果

顯示今年受訪考生的壓力平均分為 7.6分。受訪考生認為壓力的主要來源依次為

往後出路、時間不足及自我期望，其中擔心往後出路的考生達 62.6%，較上屆高

約四成。 

疫情下九成考生指學習進度受影響，較去年高 23％；逾八成考生則稱疫情減低

其學習動力。另外，逾 38%及 31%受訪者認為取消或簡化校本評核（SBA）以

及今屆取消文憑試中、英文科口試，對他們準備文憑試有負面影響。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表示，因應疫情持續超過一年，應屆考生自中五已受

上課模式轉變影響，加上減少學校、同學實體支援等，令考生壓力指數高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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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雖然考生整體人數減少，或較容易入讀大學，惟考生的目標因而調高，「佢哋

會擔心分數係咪可以獲得心儀學院、科目選擇」，故壓力仍然高企。 

吳提到學友社近兩年接到有關海外升學的查詢增加，部份學生或因舉家移民，或

擔心香港教育、環境，以及響往海外環境生活，希望透過海外升學，畢業後留在

當地工作、最終移民，「就算唔去（移民），佢哋考慮（海外升學）都多咗」。 

他引述部份受訪考生認為取消校本評核變相「一試定生死」，另有考生認為取消

中及英文科口試對評核整體語文能力表現並不全面及不公平。學友社建議考評局

檢討做法，如下屆同樣面對疫情，應盡早通知考生有關考試做法，並考慮是否恢

復化學等傳染風險較低科目之校本評核。 

吳又建議考生做好準備，謹記疫情應變安排，提醒考生如入住檢疫中心接受強制

檢疫，可申請在中心內應考。另外，考生如身在「封區」範圍內，只須出示准考

證及身份證等文件，亦可優先接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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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香港 01 

逾 六 成 文 憑試 考 生 憂 出路  壓 力 近十 年 第 二 高  

取消口試感不公  

開考，令考生倍感壓力。有團體調查發現考生壓力水平繼去年

疫情爆發初，繼續處在高位，更是文憑試以來歷屆第二高。有

高達九成備考學生認為疫情影響他們的學習進度，亦有逾六成

學生擔心日後的出路。  

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 2021 由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

間以問卷形式進行，向三十多間中學共 1,768 名應屆學生進行調

查。調查發現，以 10 分為滿分計，考生壓力有 7.6 分，壓力與

去年同期的 7.48分同樣處於較高水平，是近十年來的第二高分。

調查顯示，學生主要備試壓力來源包括往後出路（62.6%)，時間

不足（60%），自我期望（58.9%）及課程內容過多（43.8%）。  

 
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 2021由學友社於去年 12月至今年 2月期間以問卷形式進行，

向三十多間中學共 1,768 名應屆學生進行調查。（曾鳳婷攝）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出，有六成學生認為往後出路是壓

力之一，比去年同期多出兩成。他解釋，去年年初為疫情爆發初

期，當時學生主要擔心文憑試能否如期舉行，把較少注意力放在

往後的出路上，因此現時六成的水平只是重回正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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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吳寶城亦指出，學生認為課程內容過多的情況比去年同期

上升 17%，認為與網課和混合模式課有關，這兩個教學模式比

純面授課程的效能低，令學生出現課程變多的錯覺，「其實課程

冇變多，反而中文文本仲少咗兩篇，但因為上堂嘅效能低，所以

令佢哋覺得課程內容多咗」。  

至於疫下對學生備考文憑試所造成的影響，調查則指出，有九成

學生普遍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88.3%認為減低學習動力，有

87.9%表示難以集中精神。吳寶城認為，這些影響都和教學模式

轉變有關，由於網課和混合模式令學生難以適從，建議學校能分

優次進行面授課程，如高年級和備考生優先。此外，教師在網課

時亦能多增加互動元素，改善網課效能較低的情況。  

調查內容亦包括學生對疫情下調整教學模式和文憑試的影響。有

七成學生認為學校改網上授課對他們造成負面影響。值得留意的

是，有近四成學生認為取消／簡化校本評核（即 SBA），以及

有三成學生認為取消中英文科口試也會造成負面影響。  

 
調查內容亦包括學生對疫情下調整教學模式和文憑試的影響。有七成學生認為學

校改網上授課對他們造成負面影響。（曾鳳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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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寶城解釋，除去 SBA，令學生覺得文憑試為「一試定生死」，

再不能以平日表現作文憑試評分一環，「雖然都有四成學生覺得

冇咗（SBA），會少咗啲工作去做，唔使用額外嘅時間去準備，

但都有三成幾人覺得有唔好嘅影響，會覺得一試定生死，壓力會

比較大」。至於取消中英文科口試，吳寶城指出因為有部分學生

的說話能力較佳，對取消口試感到不公，亦會使考試不能全面反

映學生在該學科上的能力。他認為考評局需要考慮這些學生的意

向，並重視他們的意見。  

疫情下文憑試安排與以往有別。學友社亦提醒學生要多留意今屆

文憑試的安排，只要熟知相關安排，便不會過於擔心，影響考試

狀態。由於考試分區進行，即使考試場地是在原校，考生亦不應

過分鬆懈，建議考生應盡早到達試場。此外，如在考試前碰巧遇

上大廈強檢或入往檢測中心，亦毋須擔心，只要出示准考證及身

份證等文件，便能優先接受檢測，而檢測中心亦設有獨立試場供

學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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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文匯報 

疫下文憑試生 壓力歷屆第二高 

●學友社公布應屆文憑試考生的壓力調查結果。  學友社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香港中學文憑試筆試本周五（ 2

3 日）開考，學友社昨日公布考生的壓力調查結果，以 10 分滿分

計，今屆考生的壓力達到 7.6 分，為歷屆文憑試第二高記錄，僅次

於去年 3 月疫情初爆發的 8.1 分。有 9 成受訪學生認為疫情影響學

習進度，七成學生認為學校改網上授課對備試帶來負面影響。有專

家提醒考生需關注自身的情緒心理狀況，留意有否失眠、情緒波動、

胃口變差等壓力警號，建議考生可向身邊人抒發憂慮情緒，亦可參

加健康活動，紓緩備試壓力。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本年 2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逾 1,700 名

應屆文憑試考生。調查發現，今屆有九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

度，較去屆的六成半更為嚴重。  有七成考生認為學校改網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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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備試帶來負面影響，另有近四成人及三成人分別認為，取消  /  

簡化校本評核以及中英文口試屬負面影響。  

「有學生認為取消校本評核代表『一試定生死』，以及有說話

能力較佳的同學認為，取消口試對評核他們整體語文能力不公平及

不全面」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疫情下學生的課堂

模式改變、實體上課時數減少，網上學習令效能下降，加上減少了

學校、同學之間的實體支援，以及欠缺社交及文娛康樂等減壓活動，

均是今屆考生壓力指數高企的因素。  

惟相比去屆考生，今屆考生毋須面對考試延後甚或取消等未知

變數，且考評局早於開學時已公布延遲文憑試開考日期，調整部分

考試範圍及內容等措施，多少有助同學紓壓。  

調查發現，考生的主要壓力來源包括「往後出路」、「時間不

足」、「自我期望」，約九成考生同意在疫情下學習動力減低、難

以集中精神，另有逾八成人感身心疲累。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中心主任莊栢基提醒同學應關注自身的情

緒心理狀況，可與身邊人分享憂慮情緒，嘗試站在不同角度，以較

客觀的想法減少負面思想，亦可透過參與健康活動，紓緩精神壓

力。  

吳寶城提醒考生應熟知考試的特別檢疫安排，籲考生提早出門

到達試場，並要每天量體溫，除了准考證及身份證明文件外，亦需

要應考每科前填交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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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大公報 

教育線上 /DSE 考生壓力指數  歷屆第二高  

 

  中學文憑試（DSE）即將開考，學友社一項調查發現，應屆 DSE 考生壓力

指數達 7.6 分，為歷來第二高。九成受訪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超過八成

人坦言疫情期間學習動力減低，難以集中精神。學友社提醒，考生應關注自身的

情緒心理狀況，並分享「三 UP」抖擻精神秘訣──Link Up（聯繫起來）、Sta

nd Up（站起來）、Cheer Up（振作起來），提升應戰狀態。\大公報記者 黎

慧怡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以問卷訪問逾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調查發現，以 10 分為滿分，考生壓力有 7.6 分，與往屆相比，僅低於上屆考生

在 3 月疫情爆發期間的 8.1 分。最多受訪考生（62.6%）表示往後出路為壓力來

源，六成則指備考時間不足，其他壓力來源分別是自我期望（58.9%）、課程內

容過多（43.8%）、家人期望（3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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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九成難集中 逾六成情緒波動 

  調查亦發現，今屆九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較上屆的六成半更為嚴

重。其中約九成考生表示學習動力減低，88%考生指難以集中精神學習，83%

感到身心疲累，超過六成考生反映疫情期間有情緒波動，較去年略增，亦有七成

受訪者認為學校改網上授課對備考有負面影響。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疫情下學生網上學習令效能下降，再加上

減少了學校、師生及同學之間的實體支援，以及欠缺社交及文娛康樂等減壓活動，

均是今屆考生壓力指數高企的因素。對於今屆考生最大壓力來源為往後出路，吳

寶城表示，雖然今年考生人數減小，大學入學競爭相對較少，但考生會調高對自

己的期望，因而思考出路的壓力沒有減小。 

  取消校本評核 一試定生死 

  考評局較早前公布今屆文憑試調整方案，調查亦發現，38%受訪者認為取消

／簡化校本評核及 31%受訪者認為取消中英文口試，對他們準備文憑試有負面

影響。吳寶城說：「有學生反而認為取消校本評核代表『一試定生死』，以及有

說話能力較佳的同學，感到取消口試對評核他們整體語文能力不公平及不全面。」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莊栢基提醒考生，備考期間，學生亦應關注自身的

情緒心理狀況，包括留意是否有失眠、情緒波動和胃口變差等壓力警號。他建議

學生有憂慮時多向身邊人傾訴，亦可以參與健康活動，紓緩備考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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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頭條日報 

 

DSE考生壓力較去年低 九成指疫情影響學習進度 

 

1/1■學友社建議考生向身邊的人抒發情緒，紓緩備試壓力。資料圖片 

  文憑試將在周五開考，學友社調查顯示應屆考生的壓力達七點六分，比去

年略低，仍是歷屆文憑試第二高；九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 

 

  學友社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訪問一千七百六十八名應屆考生，以十分為滿

分，考生壓力平均分達七點六分，比去年的八點一分略低，九成人認為疫情影響

學習進度，較去年的六成半多，最多考生認為壓力分別來自考試後的出路及時間

不足。 

 

  學友社認為實體上課時數減少，教師較少機會與學生交談，同學之間亦未能

互相支持等，都是考生壓力分數高企的原因，又認為考評局措施對學生有幫助。

學友社指，多了學生因擔心本港環境，查詢海外升學問題，亦建議考生向身邊的

人抒發情緒，亦可參加健康活動，紓緩備試壓力。 

 

 

 

 

 

 

 

https://static.stheadline.com/stheadline/news_res/2021/04/19/345139/wnnp005p02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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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晴報 

 

 

 

 

 

 

 

 

 

DSE 生壓力爆錶 歷屆第 2 高 疫境應考 憂心出路時間不足 

發佈時間: 2021/04/19 

今屆文憑試（DSE）將於本周五（23 日）開考。學友社調查發現，應屆考生壓

力達 7.60 分（滿分 10 分），屬歷屆第 2 高，壓力指數更是創常規調查中新高。

考生對往後出路、時間不足及自我期望最感壓力。學友社料與長時間上網課影響

學習進度等有關。 

學友社自 2012 年起，每年以問卷調查中六學生的壓力狀況。本年度調查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進行，共訪問 1,768 人，發現考生壓力增至 7.60 分，較去年常

規調查增 0.12 分，創常規調查新高。 

調查發現，壓力導致 9 成學生學習進度受影響，及分別導致 88%學生減少學習

動力及難集中精神。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稱，上屆考生情況特殊，造成壓

力來源明顯與以往不同，今屆則普遍回復至 2019 年或之前水平。 

自我期望增加 網課影響學習 

今年最令考生感壓力的 3 大原因，分別為往後出路（62.6%）、時間不足（60.0%）

及自我期望（58.9%），其中因自我期望而感壓力者，較 2019 年增 7.3 個百分

點；因課程內容過多而有壓力者，亦較前年增 10.5 個百分點。 

吳寶城稱，雖然今屆應考人數少了，令升學競爭減低，但不少考生調高對個人的

期望，希望爭取入八大及考入專科等，反而增添了壓力；另因上網課影響學習效

能，即使課程沒增加，中文科更減 2 篇文本，也令學生感壓力。 

疫下文憑試一再調整，6 成考生認為延遲開考有助準備應考，但近 4 成人認為取

消或簡化校本評核有負面影響。吳解釋校本評核一般佔 2 成分數，考生或怕取消

後，變成一試定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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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AM730 

僅次上屆爆疫初期 DSE 考生壓力指數歷年第二高 

 

 

學友社調查後發現，今屆考生屬歷屆第二高壓。(資料圖片) 

 

文憑試周五開考，疫情橫跨整年，影響備試。有調查發現，今屆考生壓力達 7.6

分(10 分滿分)，為推出文憑試以來第二高，僅次於去年疫情剛爆發的 8.1 分；九

成考生表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較去年 66.6%大增。專家指，上屆壓力高源自開

考前爆疫的不確定性，但今屆疫情纏繞整個學年，而電子學習成效低，導致考生

「驚讀唔晒書」，故壓力仍處高位。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訪問了 1,768 名考生，發現 70.3%考生認為改

為網課對備試帶來負面影響，90%稱疫情影響學習進度，另外，近九成稱疫情減

低學習動力(88.3%)及感到難以集中(87.9%)。考生壓力來源，包括憂慮往後出路

(62.6%)、時間不足(60%)及自我期望(58.9%)。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

https://d2e7nuz2r6mjca.cloudfront.net/2021/4/1618775965_bI-1280w.jpg
https://d2e7nuz2r6mjca.cloudfront.net/2021/4/1618775965_bI-1280w.jpg
https://d2e7nuz2r6mjca.cloudfront.net/2021/4/1618775965_bI-1280w.jpg
https://d2e7nuz2r6mjca.cloudfront.net/2021/4/1618775965_bI-1280w.jpg
https://d2e7nuz2r6mjca.cloudfront.net/2021/4/1618776113_3I-1280w.jpg
https://d2e7nuz2r6mjca.cloudfront.net/2021/4/1618776113_3I-1280w.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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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考生甚少機會回校上課，除影響考生學習效率，還令老師難以觀察學生情

況，加上同學間難互相扶持，令考生壓力更大。 

 

 

吳寶城(右)指，疫下學子難互相支持。(陳奕釗攝) 

 

近四成感取消 SBA 具負面影響 

就今屆文憑試的特別安排，38.2%考生認為取消/簡化校本評核(SBA)，以及 31.3%

認為取消中英文口試，均為備試帶來負面影響。吳寶城指，說話能力較佳的考生

對取消口試感到不公平，而取消 SBA 亦令考生感到「一試定生死」，令應試壓

力倍增，呼籲考評局加以檢討。 

學友社提醒，考生應提早抵達試場作準備，避免趕往赴考而令體溫過高，導致無

法進入試場；並應熟讀考評局在疫情下的特別安排，如考試前一晚不幸身處「封

區」，可表明考生身份及提交相關文件，以優先接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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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商報 

 

疫情影響網課難 調查指考生壓力增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今屆文憑試考生持續受到疫情影響。學友社昨

公布一項有關調查結果發現，以 10 分為滿分，考生壓力有 7.6 分，雖然低於去

屆考生 3 月疫情初發時的 8.1 分，但仍比以往任何一屆為高。調查發現，今屆

九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較去屆的六成半更為嚴重。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疫情下學生的課堂模式改變、實體上課時數減

少，網上學習令效能下降，再加上減少了學校、同學之間的實體支援，以及欠缺

社交及文娛康樂等減壓活動，均是今屆考生壓力指數高企的因素。不過相比去屆

考生，今屆考生不需要面對考試延後甚或取消等未知變數，再加上考評局早於開

學時已公布延遲文憑試開考日期，及調整部分考試範圍及內容等措施，均有助同

學紓壓。 

結果亦顯示考生普遍因疫情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當中有約八成同學同意學習

動力減低、難以集中精神及身心疲累等。 

學友社籲三「UP」應對考試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中心主任莊栢基提醒同學在準備文憑試期間，同時亦應關注

自身的情緒心理狀況，除了關注自身的壓力警號外，同學可在日常生活中加入三

個「UP」元素，以提升更好的狀態應付考試。包括：Link Up：將內心的憂慮分

享給身邊的同行者，建立一個有力的支援網絡；Stand Up：嘗試站在不同角度，

以一個較客觀的想法讓自己減少負面思想；以及 Cheer Up：讓自己享受健康活

動，樂在其中，紓緩日夜備戰 DSE 的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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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星島日報 

【教育要聞】調查：應屆DSE考生 壓力指

數歷屆第二高 

 

PreviousNext 

1/1  學友社調查發現，應屆考生壓力達七點六分，吳寶城（右）呼

籲疫下應試的考生調整心態，亦可自行進行檢測。  

  (星島日報報道 )新一屆文憑試筆試周五正式開鑼，考生備試進

入最後階段。學友社調查發現，應屆考生壓力指數達七點六分，是

有記錄以來的第二高。考生對文憑試調整亦見分歧，五成人認同取

消中英文科口試利於備試，但三成人指影響負面。升學專家指，考

生受疫情影響時間長，憂慮備試不足，提醒考生宜熟知試場防疫安

排，亦可自行檢測，以求安心。  

 

  學友社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期間，以問卷訪問逾一千七百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以十分為滿分，應屆考生壓力達七點六分，

僅次於去年三月受疫情影響的八點一分，是自一二年首屆文憑試以

來的第二高。壓力來源方面，六成三人憂慮往後出路，其次是時間

不足、自我期望、課程內容過多等。  

 

  對於疫情對備試的影響，九成受訪考生坦言學習進度受影響，

各約八成八人學習動力減低及難以集中精神，八成三人感到身心疲

累，比例均較去年增加；但調查發現有情緒波動的受訪考生，由去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50905/%E6%97%A5%E5%A0%B1-%E6%95%99%E8%82%B2-%E6%95%99%E8%82%B2%E8%A6%81%E8%81%9E-%E8%AA%BF%E6%9F%A5-%E6%87%89%E5%B1%86DSE%E8%80%83%E7%94%9F-%E5%A3%93%E5%8A%9B%E6%8C%87%E6%95%B8%E6%AD%B7%E5%B1%86%E7%AC%AC%E4%BA%8C%E9%AB%98#carousel-post-generic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50905/%E6%97%A5%E5%A0%B1-%E6%95%99%E8%82%B2-%E6%95%99%E8%82%B2%E8%A6%81%E8%81%9E-%E8%AA%BF%E6%9F%A5-%E6%87%89%E5%B1%86DSE%E8%80%83%E7%94%9F-%E5%A3%93%E5%8A%9B%E6%8C%87%E6%95%B8%E6%AD%B7%E5%B1%86%E7%AC%AC%E4%BA%8C%E9%AB%98#carousel-post-generic
https://image.stheadline.com/f/1500p0/0x0/100/none/c0d460f1703b293e9e6ddd19d42c29d6/stheadline/news_res/2021/04/19/344857/i_src_02254799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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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七成，減至今年六成四。七成受訪考生直指，課堂由面授改為

網上授課，對準備文憑試有負面影響。  

 

  今屆文憑試是連續第二年取消中英文科口試，五成人認為有正

面影響，但三成一人指有負面影響，同為反應兩極是校評精簡及取

消，感到正負影響各約四成。至於調整考試範圍與形式，以及延遲

開考，各有近六成認同有利備試。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有別於去年疫情突然而來，為

考生帶來不確定性，應屆考生在中五時已受影響，「今年考生壓力

高是來自溫不完書，溫習效能低，而少了未知、恐懼等心理負擔。」  

 

  今屆文憑試雖有調整，但吳寶城坦言考生壓力未必減輕，譬如

簡化與取消校評，令部分人感到「一試定生死」，應試壓力不減反

增。  

 

  文憑試開鑼在即，但個別中學有學生確診，社區更首現變種病

毒個案，疫情陰霾未散。吳寶城認為，考生應調整心態看待，「考

生控制不到疫情，不應放眼於自己控制不到的事，否則只會自亂陣

腳。」他認為，若考生對疫情仍有憂慮，可自行檢測，「若他們持

有陰性結果，能釋放心理壓力，安心一些，也是值得去做。」  

 

  他提醒考生留意試場分區的防疫安排，不應因在原校應考而鬆

懈，同時了解不同情況的應對，如封區強檢可於現場要求盡快檢測、

隔離檢疫可申請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應考，或申請成績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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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經濟日報 

DSE 周五開考 考生壓力歷屆第二高  

備試不足憂出路 專家籲聽歌運動紓壓  

中學文憑試（DSE）周五（23 日）開考，學友社調查發現，應屆文憑試考生自

評壓力指數仍然高企，以 10 分滿分，平均分達 7.6 分，屬歷屆以來第 2 高，僅

次於上屆在去年 3 月新冠疫情初爆發時錄得的 8.1 分，壓力主要來源是擔心往後

出路及準備時間不足。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以問卷訪問 1,768 名 2021 年文憑試考生。62.6%

考生壓力來源是「往後出路」，高於上屆的 4 成水平，其他主要壓力來源包括「時

間不足」及「自我期望」等。連續兩屆考生受疫情影響，但今屆有 9 成考生指學

習進度受影響，比上屆高 23 個百分點。 

指網課效能低 師生交流少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形容，考生「往後出路」壓力只是回復 2019 年或之

前約 6 成水平，因上屆考生經歷社會事件及疫情初爆發，致該屆考生主要擔心時

間不足；雖然今屆考生人數減少，加上本港移民潮令外地升學人數增，本地大學

學額競爭減，但「同學選科要求可能會高咗、更加希望入到某啲專科」，故有關

壓力仍屬高水平。 

吳寶城又認為，移民潮並無「直接推高」考生壓力，因為外地院校收生未必跟文

憑試掛鈎。 

他形容，今屆考生壓力指數仍然高企，但對比上屆考生擔心防疫物資不足及未知

需否延期考試等不確定性因素，今屆考生是出於停課逾 1 年、憂慮學習進度和成

效等，而調查中 7 成考生認為學校改網課，對備試有負面影響，反映網課效能低；

且疫情下，學生回校與師生交流、打波等減壓活動較少。 

取消中英口試 5 成感正面 

對於文憑試中英文科口試取消，5 成考生認為措施具正面影響，惟逾 3 成指有負

面影響；對於取消及精簡校本評核（SBA），逾 4 成認為影響正面，近 38%則認

為影響負面。吳寶城指出，簡化校評變相「一試定生死」，調查反映校評有助部

分學生減壓，倡考評局未來在疫情下，可考慮保留佔課時較少的科學實驗等校評。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莊栢基提醒考生，備試期間應留意有否出現失眠、情緒

波動及胃口變差等「壓力警號」，多向身邊同行者分享內心憂慮，以及多聽歌及

做運動等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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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Lion Rock Daily 

DSE 生愁出路 壓力歷來次高  

九成認疫情影響學習 七成指網授不利備試  

香港中學文憑試筆試本周五（23 日）開考，學友社昨日公布考生壓力調查結果，

以 10 分滿分計，今屆考生壓力達 7.6 分，為歷屆文憑試第二高紀錄，僅次於去

年 3 月疫情初爆發的 8.1 分。有九成受訪學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七成學

生認為學校改網上授課對備試帶來負面影響。有專家提醒考生須關注自身情緒心

理狀況，留意有否失眠、情緒波動、胃口變差等壓力警號，建議考生可向身邊人

抒發憂慮情緒，亦可參加健康活動，紓緩備試壓力。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本年 2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逾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調查發現，今屆有九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較去屆的六成半更為嚴重。

有七成考生認為學校改網上授課對備試帶來負面影響，另有近四成人及三成人分

別認為，取消/簡化校本評核以及中英文口試屬負面影響。 

「有學生認為取消校本評核代表『一試定生死』，以及有說話能力較佳的同學認

為，取消口試對評核他們整體語文能力不公平及不全面」，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

吳寶城認為，疫情下學生的課堂模式改變、實體上課時數減少，網上學習令效能

下降，加上減少了學校、同學之間的實體支援，以及欠缺社交及文娛康樂等減壓

活動，均是今屆考生壓力指數高企的因素。 

專家籲分享憂慮 

惟相比去屆考生，今屆考生無須面對考試延後甚或取消等未知變數，且考評局早

於開學時已公布延遲文憑試開考日期，調整部分考試範圍及內容等措施，多少有

助同學紓壓。 

調查發現，考生的主要壓力來源包括「往後出路」、「時間不足」、「自我期望」，

約九成考生同意在疫情下學習動力減低、難以集中精神，另有逾八成人感身心疲

累。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莊栢基提醒同學應關注自身的情緒心理狀況，可與身邊

人分享憂慮情緒，嘗試站在不同角度，以較客觀的想法減少負面思想，亦可透過

參與健康活動，紓緩精神壓力。 

吳寶城提醒考生應熟知考試的特別檢疫安排，籲考生提早出門到達試場，並要每

天量體溫，除了准考證及身份證明文件外，亦需要應考每科前填交健康申報表。

若身體不適應盡早看醫生，並通知考評局。 

疫情令 DSE 考生壓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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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媒體：東方日報 

文憑試周五開考 疫下影響備戰 中文科教師籲加操作文  

【本報訊】今屆中學文憑試將於本周五開考，而被稱為「死亡之卷」的中文科考

試日期距今不足兩星期，疫情下考生停課多時，或多或少影響備戰表現。有資深

中文科教師建議，考生可多主動作文交予教師批改，或購買坊間的收費改文服

務，「加操」以了解自己的不足之處；亦有教師自製錄音講解範文，讓學生做好

閱讀理解的最後準備。 

重複收聽錄音 助背範文 

中學文憑試在 2018 年再次增設 12 篇指定文言文學習材料，佔整份閱讀卷分數的

30 %。有近 30 年中文科教學經驗的資深教師關國康建議考生熟讀範文，善用一

些課外參考書的課文分析圖表，了解課文的主旨。他亦上載一些講解的課文錄音

供學生免費參考，「花一個小時，已經等於溫習了 10 篇課文」。他坦言，只要

重複收聽，就能如「洗腦式」地背熟。他又指，一些出版社有推出類似的付費影

片，錄音亦輔以圖片解說，讓學生更易理解課文。 

至於作文卷，關呼籲考生多審視及多練習自己擅長的文章。他又建議一些本身作

文及修詞手法較差的學生，可考慮作記敍文或抒情文，並輔以自己的經歷在作文

時運用，以「坐 2（級）望 3」，亦要注意錯別字、字體潦草的問題。他亦建議

考生多主動繳交作文「練好支筆」，以應對卷一寫作卷。 

而聆聽及綜合能力卷，關稱綜合卷最常出現的作文格式為書信、演講詞及投稿文

章，由首至尾段的「套路都有得捉」，學生只要溫習「就最容易見效」。他指，

有非牟利機構於網上公開模擬試題供考生練習。 

深思題目關鍵字免離題 

另一名資深中文科教師林威表示，不少考生對於應考閱讀卷時經常「憑感覺」作

答；並且對佔 4 至 6 分的長題目沒有概念，未有按評分標準（Marking Scheme）

要求作答。至於寫作卷，他指部分考生未有深思題目的關鍵字，「平日寫甚麼就

照寫」，容易離題。他建議考生可為寫作做準備，清楚每種文章的結構，寫作時

文句字詞如何鋪排，並為寫議論文多背誦名言及古今中外例子。此外，學友社訪

問逾 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以 10 分為滿分計算，考生的壓力指數平均達 7.6

分，較去年的 8.1 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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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4 月 18 日 

媒體：SCMP 

Stress among Hong Kong’s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s risen to 

worrying level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local groups say 

 A study released by the counselling group Hok Yau Club found students rated 

their stress levels this year, on average, at 7.6 out of 10 

 In a separate study, the group Youth IDEAS found teachers’ average stress 

level had risen to 6.97 out of 10, and that almost two-thirds wanted less 

administrative work 

Stress among Hong Kong’s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s risen to worrying level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ccording to two local groups, with one suggesting minimising educators’ 

administrative workload and implementing self-learning days for pupils. 

The two separate studies were released on Sunday by the student counselling group Hok Yau Club 

and the research centre Youth IDEAS, an arm o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The Hok Yau Club study measured pupils’ stress levels ahead of Hong Kong’s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next week, and suggested the pandemic had taken a heavy toll on their mental health. 

More than 1,700 Form Six students surveyed rated their stress levels, on average, at 7.6 out of 10. 

Although the score was lower than last year’s record high of 8.1, it was still the second highest since 

the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DSE) tests were introduced in 2012. 

The respondents said the health crisis had affected their motivation and concentration, adding that 

they believed the switch to online learning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studies. 

“Teachers have less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and care for students, and there may be less time 

for pupil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Clement Ng Po-shing, a student guidance 

consultant with the Hok Yau Club, said. “In the past,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were quit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pressure on DSE 

[candidates].” 

Separately, Youth IDEAS surveyed 354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between February 4 and March 

12, and found most believed self-motivated learning was the ideal method of education (72.9 per 

cent), followed by experiential learning (68.1 per cent) and face-to-face teaching (64.7 per cent). 

https://www.scmp.com/topics/coronavirus-pandemic-all-stories
https://www.scmp.com/topics/hkdse-hong-kong-diploma-secondar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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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p also found that many educators were upset at the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work they had 

to deal with, which was not closely linked with students’ learning. 

“Teachers should take charge of administrative work that is related to students, such as hiring a 

coach or venue for after-school activities,” Dicky Kwan Ho-kwan, a Youth IDEAS member, said. 

“However, something that is not really related to students, such as school promotion or 

maintenance … should be given to staff in school who are specialised in those areas.” 

The Youth IDEAS poll found that almost two-thirds of the teachers wanted less administrative work, 

and about 58 per cent wanted to cut down on meetings to free up more time for things such as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lesson prepar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It also found that teachers rated their level of work-related stress at 6.97 out of 10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up from a level of 6.4 before the health crisis. 

Some 35 per cent of those surveyed worked more than 60 hours a week, while nearly 15 per cent 

worked 71 hours or more. 

To make students and teachers’ life easier, Derren Lam Wai-yip, deputy convenor of Youth IDEAS’ 

education group, urged Hong Kong authorities to follow the examples of Taiwan and Singapore by 

giving students mor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and find their own interests outside the 

classroom. 

“Interest is the greatest master for students’ personal growth,” Lam said. “That’s why we want to 

give students time to discover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give teachers an opportunity to know what’s 

really important to our students, and then provide personal support or guidance. This is a small step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The group noted that Singapore would begin implementing “blended learning” through a mix of 

home-based and in-school activities at the secondary and pre-university levels later this year. Under 

the new model, schools will integrate home-based learning with in-school activities to empower 

students to take charge of their own education. 

“During self-learning days, schools can make us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foster community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students’ self-learning,” the report reads. 

“Authorities can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and time to educators to implement self-learning days, for 

example, by leveraging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planning and organising self-learning days, and 

giving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outside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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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based learning will account for about 10 per cent of curriculum time at secondary schools per 

academic year, and up to 20 per cent at pre-university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Singapor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setting up self-learning days, Youth IDEAS also recommended the government 

increase school funding to improve the student-to-teacher ratio, create a platform with easily 

accessibl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 career development path for educators with separate 

tracks for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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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SE candidates are more stressed under the pandemic 

 
Ng Po-shing, director of the Hok Yau Club's Student Guidance Centre (right) 

Having online lessons rather than in-person ones and fewer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increased pressure for DSE students, said Hok 
Yau Club whose survey found their pressure level to be the second-highest 
ever. 

Their pressure score was 7.6 out of 10 — the highest level of 10 meaning that 
students are facing unbearable stress — according to a survey of 1,768 
students taking the exam this year. It was lower than last year's 8.1 when the 
pressure score rose to the highest level since the survey started in 2012. 

More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think the high pressure stemmed from the 
worries for their future pathway, insufficient time for revision, as well as 
self-expectation.  

Ninety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reported that the pandemic stalled their 
study progress. They also said that under the pandemic, it was harder for them 
to concentrate on their studies and their motivation dropped. 

 
Around 70% of students also said that online teaching would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preparation. Since late January last year, face-to-face classes 
have been suspended several times, and online learning has become the new 
norm under the pandemic. 

Ng Po-shing, director of the Hok Yau Club's Student Guidance Centre, said 
this year's survey reflected that exam takers are concerned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like study progress. "With the ongoing pandemic affecting this year's 

https://www.thestandard.com.hk/images/instant_news/20210418/20210418160835contentPhoto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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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dates for over a year, both online and mixed-mode teaching will have an 
effect on their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