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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公民教育

      F  媒體出版

      F  研究調查

核心服務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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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學生輔導

　　自八十年代起，學友社創辦多項學生輔導服務，包括大型講座、輔導熱線及工作坊等，服務涵
蓋大學選科策略、出路抉擇、情緒輔導等。

放榜輔導熱線2503�3399�

「放榜輔導熱線」自1982年創辦，為應付日漸上升的需求，
及後因需要積極擴大規模︰增加服務日數、擴充輔導員人
手編制，加強培訓輔導員等。本年度於2020年7月18日至
27日及8月12日至20日期間（共19日，放榜前夕7月21
至22日通宵服務）設立38條「放榜輔導熱線」，共接獲約
1,300個求助個案，平均傾談時間約17分鐘，為來電者提
供最新出路資訊、聯招改選諮詢、情緒及意向輔導。

（香港電訊贊助）

大學聯招講座�

為協助中六同學了解「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及各大學院系資
料，學生輔導中心於2020年11月8日以網上形式舉辦兩場
「大學聯招講座」，報名總人數為約1,100人。講座內容包括
聯招選科策略、入學面試技巧、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英
文科目應試策略，並邀得各聯招院校代表即場解答現場學
生和家長的提問。

出路及放榜輔導

學生輔導
　　學友社發展學生輔導服務至今已逾四十年，致力為青年學生提供學業及升學出路等輔導服務，
廣受家長、學生及學校稱譽。學生輔導中心亦於1991年成立，與學生並肩同行，解決成長路上的困
難與挑戰。



9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20

學生輔導∣核心服務

放榜教師工作坊�

學生面對放榜時，教師的支援可謂必不可少，故此學友社每年舉辦「放榜教師工作坊」，讓教師了解聯招改選排序及策略、
各類升學出路選擇及輔導技巧，以協助校內升輔工作的開展。學生輔導中心於2020年6月30日舉辦「放榜教師工作坊」，
吸引約730位中六班主任、升輔教師及社工參與。

電話／網上面談諮詢服務�

因應疫情，學生輔導中心於文憑試及聯招放榜期間提供電
話和網上面談輔導服務，由註冊社工或受訓輔導員為有需
要學生及家長提供情緒及意向輔導。

升學就業資料中心�

學生輔導中心內設升學就業資料中心將提供本地及海外升
學、職業進修等多方面的最新資訊。

內地升學輔導�

有見香港學生對內地升學資訊需求日益增加，學友社近年
積極開展內地升學輔導服務，包括︰承辦教育局《內地高校
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指南》、協助「文憑試收生
計劃」確認報名工作、籌辦考察團等，致力為同學開拓多元
升學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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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學生輔導

香港模擬文憑試�

學友社自2011年起舉辦「香港模擬文憑試」，期望透過模擬公開試的情境，讓學生經歷其中，並提供一個評核能力水平的
機會，減低他們在真正考試時的緊張和不安。2020-21年度香港模擬文憑試於2020年11月28日和12月5日共舉辦了4場
模擬文憑試（分別為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共吸引14,910人次應考，共213間學校參與。�由於疫情關
係，是次活動由原來的公開現場應考模式轉為以寄送試卷模式進行，同時為學生提供網上同步開考服務及評改服務。此外，
本年度繼續與學校合作舉辦到校模擬試，當中包括心光盲人院暨學校，以配合不同學校及學生之需要。

試題分析影片

作為模擬文憑試的配套，本社為模擬文憑試考生提供「試題
分析影片」，邀得模擬試的擬題教師，深入淺出分析模擬試
題及展示示範答題，協助考生明白考核重點，掌握答題及
應試技巧。

免費於網上公開「香港模擬文憑試」歷屆試題

學友社關注到學生於疫情期間受停課影響，部分應屆中六
級學生未能完成校內模擬考試，特意由2020年3月起公開
近年的香港模擬文憑試試卷、聆聽資料及評分參考，方便
同學隨時參考和練習。

14,910應考人次213間學校參與

　　為舒緩公開試為學生帶來的壓力，學友社每年舉辦「香港模擬文憑試」，並與香港電台合辦電台
節目，全方位支援學生備戰文憑試。

應試支援

2020-21年度服務概況

https://hkmockexam.hk/pastpaper.php

下載「香港模擬文憑試」歷屆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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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核心服務

電台節目「奮發時刻DSE」�

學友社於2012年起，與香港電台文教組合作為高中生而設廣播
節目「奮發時刻DSE」。節目逢星期六晚上8時至8時30分於香
港電台第二台播出，屬錄音節目，環繞考生所關注的議題作討
論。年內共邀得75位嘉賓參與，包括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
蘇國生博士、教育局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理服務）陳日雄博
士、ViuTV�藝人沈殷怡小姐以及行業專業團體代表及科任老師，
其中包括15所中學及18所大專院校派代表參與。

為協助考生全方位面對應試、升學出路、就業及輔導課題，節
目設有「文憑試考試須知系列」、「行業訪問」等內容。另外，
2020年亦邀得大專院校及中學師生分享優秀高中教與學、學習
心得、其他學習經歷、應用學習，以及出路輔導支援等經驗。

（與香港電台文教組合作）

（左起）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老師、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劉蓮
小姐、時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博士

（左起）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老師、元朗商會中學丘
志良校長、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劉蓮小姐

（左起）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老師、香港理工大學香
港專上學院科技、工程及健康學部高級講師盧志恒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工程學副學士二年級生蕭百成
同學、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杜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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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學生輔導

　　為回應社會需求，學生輔導中心近年積極優化學生專線服務內容及模式，著重輔導員專業服務
及操守，服務更多受眾。

恆常及支援服務

學生專線2503�3399

自1995年起，學生輔導中心創立「學生專線」恆常電話輔導服
務，多年來獲香港電訊贊助電話線路，於逢星期二、五，下午
4時至6時為全港學生、家長及公眾提供升學、就業及情緒支援
等諮詢服務。本年度共接獲803個求助個案。

（香港電訊贊助）

文憑試 /�聯招課程 /�E-APP

資歷架構第五級課程
（資助學位、自資學位、銜接學位）

內地、台灣及海外升學

專線求助者
專線查詢三大問題

51%

49%

學生

家長或其他人士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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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核心服務

　　為接觸更多學生及家長，學友社每年參與多個大型展覽及講座，於場內設置諮詢攤位及擔任講
者。今年因疫情關係，展覽轉為網上舉行，學友社運用相關平台向學生提供最新升學就業資訊與輔
導，助高中生在規劃出路方面做好準備。

參與外界大型展覽及講座

教育局多元出路資訊 SHOW

學生輔導中心本年再次榮幸獲得教育局邀請，於2020年6月12至13日參與「多元出路網上資訊 SHOW�2020」，設立網上
諮詢服務，為同學及家長提供升學資訊、情緒輔導及意向輔導服務，加强學生選擇適切升學途徑的能力，發掘自己的興趣
意向。

教育局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

學生輔導中心於2020年12月5日參與教育局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展覽，由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隊長、註冊社工陳衍宗
擔任嘉賓講者，講座主題為「赴內地升學經驗分享」，為學生和家長講解內地升學注意事項及資訊，助他們為未來出路作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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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全人發展

　　踏入廿一世紀，學友社除了繼續發展輔導工作外，亦積極拓展其他有關青少年成長及發展的服務，與
學生同行。2019年，學友社因應社會需要，將原來潛能發展中心轉型為全人發展部，為青年人提供正規
課堂教學以外的服務與參與機會，促進青年於品德與價值教育的學習，提升學生終身學習的動力，繼續推
動青年人的全人發展。

　　學友社「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自2004年開始舉辦，累計超過�4,400名學生參與。選舉計劃以
「唔止選舉咁簡單�More�than�you�think」為口號，讓學生領袖彼此交流學習，並有機會接觸不同界別
的社會領袖，讓這群明日領袖汲取更多經驗，盡早訂立目標，回饋社會，貢獻香港。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流程及內容：�

第一輪評核

小組活動式面試

第二輪評核

小組活動式面試

閉幕暨頒獎典禮：

選出及嘉許10名年度傑出中學生領袖，�
和24名中學生領袖

258名學生參與 96名學生參與

第三輪評核

經由評審團個別�
甄選評分

2019-20年度選舉除榮獲大學校長的支持，擔任本選舉名
譽顧問，亦繼續邀得教育局成為支持機構。活動共吸引258
名學生參與。由於疫情關係，部分活動如時事工作坊改以
網上視像形式舉行。時事工作坊邀請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
聞義工及傳媒人向同學分享媒體素養知識。另外，計劃亦
於2020年6月疫情稍緩時舉行了實體的領袖工作坊。

選出34名�
準學生領袖參加�
以下課程：

領袖訓練營

社會實踐計劃

領袖工作坊

時事工作坊

全人發展



15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20

全人發展∣核心服務

是屆學生領袖於2020年1至6月期間自發籌辦「衫心兩意」計劃。他們透過舉辦工作坊、街訪、影片製作和社交媒體宣傳等
方式，提高社會大眾對速食時裝的認知及其影響，鼓勵大眾以回收或售賣二手衣物代替拋棄。學生領袖亦讓市民體驗多元
化的舊衣回收方法，改變各界對二手衣物的刻板印象，提升大眾購買二手衣物的意欲。此外，他們向大眾講解購買速食時
裝背後的成本及代價，繼而推廣良好的購物原則及習慣。

社會實踐活動：「衫心兩意」

閉幕暨頒獎典禮

本選舉於2020年7月11日舉行閉幕暨頒獎典禮，邀得良
師香港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陳君洋先生以及傑出青年協會副
主席梁國成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並頒發獎項予十名年度
「傑出中學生領袖」，藉以表揚他們在領導才能、學業表現
等方面的優秀表現。

要相信自己係一個領袖，要謙卑不要自卑。

�參加者感受

訓練營中學懂管理團隊，更加要認識自己的
優缺點。領袖亦要訂立自己的人生目標，重
燃自己的熱情。

�參加者感受

在社會實踐計劃中，學懂認真做一件事，不
只 get the job done，更要 well done。

�參加者感受

領袖也是人，可以有各種情緒，但領袖亦有
義務為團隊種下希望。

�參加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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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到校服務—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因疫情關係，2020年度到校活動數量大幅減少，最後仍能提供服務予 :

註：��因疫情關係，無法安排職場參觀

四大介入點　多元化活動

本社提供一系列整全生涯規劃服務，以四大方向︰「知
己」、「知彼」、「抉擇及部署」及「行動與反思」著手，透
過講座、工作坊、大型模擬放榜及模擬人生活動等等，多
方向引領學生認清自身、了解客觀環境，繼而部署將來，
並付諸行動。

民政事務局「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本社於2020年成功獲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青
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資助，為15所伙伴中學的初
中及高中學生、家長及教師提供生涯規劃服務。

123間中學 8所機構 約217場講座 42場工作坊

服務人次共45,516服務覆蓋率約26%官津直中學

　　學友社憑著豐富的培育青年及學生輔導工作經驗，致力推行中學生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教育。本社提
供的到校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服務，以講座、工作坊及大型活動等形式，協助同學在升學輔導、事業發
展以至生涯規劃等方面作充分準備。此外，本社亦為家長、教師及社工提供輔導技巧及最新升學資訊等課
程，以更有效支援學生成長。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的相關活動全改為於網上進行。

到校服務—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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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服務—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核心服務

因疫情關係，2020年度到校活動數量大幅減少，最後仍能提供服務予：

中學課程

透過歷奇、體驗教育活動，以及校內活動策劃管理工作
坊，建立團體協調、溝通及領導技巧，幫助學生幹事、風
紀等校內領袖於校內舉辦活動及領導團體。主題包括：

•� 團隊挑戰歷奇日營

•� 領袖體驗教室

•� 溝通體驗教室

•� 校內活動管理工作坊

•� D.I.S.C 四型人格體驗教室

小學課程

強調於遊戲及歷奇活動中，建立關愛尊重及團隊意識，並
提升學生的溝通及解難能力。主題包括：

•� 玩出好品格

•� 玩出好團隊

•� 溝通無難度

•� 歷奇小領袖

6所中小學 服務人次共595

　　學友社全人發展部積極拓展各種到校個人成長、歷奇訓練、領袖及團隊培訓等潛能發展服務，按中小
學需要及參加者程度量身訂制各種活動。

到校服務—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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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公民教育

「千編細選」候選新聞初選

初選活動設有工作坊（於2020年9月19日舉行），共83位
同學參與工作坊。參與初選的學生撰寫新聞標題及簡介的
方式外，同時傳媒工作者麥嘉緯先生帶領同學探討新聞的
定義和假新聞。工作坊更教導同學如何解讀新聞和判斷新
聞訊息真偽的技巧。而同學於9月11日至11月6日透過組
織校內小型新聞選舉，認識選舉和傳媒的功能。校內的初
選結果成為2020年度十大新聞選舉候選新聞。

新聞評述比賽

選舉設有新聞評述比賽，比賽於2020
年8月28日至10月19日舉行，共吸
引了1039位中學生參與。參加者需選
取一則於2020年發生的本地、兩岸或
者國際新聞作主題，以文字形式（中
文或英文）加以評論。

第二十九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自1992年舉辦，至今已歷29載。多年來，活動一直獲全港學校踴
躍支持，每年參與投票的學生數以萬計。透過舉辦「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我們希望能夠增強
中學生閱讀新聞的廣度與深度，提高他們對香港社會、國家事務及國際局勢的認知，培養分析能力。

得着︰

從一頭霧水到找到方向是次活動籌備過程都頗順利和充滿收穫。由一開
始的手忙腳亂、一頭霧水，組員們在疫情下都無法當面溝通、只能透過
網上聯繫，無法清晰得知活動的內容詳情，加上做事效率不同。因此都
花費了一段時間去磨合、分工，到最後組員都成功克服和溝通了。靠着
負責老師的指導加上會長的帶領和組員們的默契，大家互相配合、各司
其職，最後成功使活動如期進行，畫下圓滿的句號。本次活動的效果雖
然可能礙於疫情的問題而不及預期，但收到大家的支持及回饋，對我們
來說就很滿足和值得了。

感謝：

首先，感謝學友社舉辦的十大新聞活動，讓我們能夠有一個機會去學習
如何寫一則新聞，加深了我們的時事觸覺及對新聞的了解。亦令我們有
一個與同學合作的機會，從中學習到一些與人交流、溝通的技巧、分工
等等，令我們獲益良多，累積籌備活動的經驗，令下次可做得更好。

�參加者感受「千編細選」候選新聞初選工作坊

　　學友社自2011年起將聚焦從通識教育擴展至公民教育，以提倡世界公民概念，反思身處全球化社
會下，香港、國家與國際之間的互動；著重參加者知識上的提升，啟發他們對社會現象的反思；鼓勵
多元思考，跳出既定的思想框架。

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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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

因疫情緣故，頒獎典禮於2021年2月6日以線上形式舉
行，活動讓新聞評述比賽得獎者分享得獎感受及匯報作
品，另作為「十大新聞選舉」的總結活動。

第二十九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總選結果�

總投票人數��������：33,676 人
排名 新聞標題 得票率

澳洲山火連燒多月　威脅原生動物存亡 59.3%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死亡人數逾百萬 59.1%

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　多國表關注 54.4%

4 新冠肺炎爆發初期　醫護罷工提五大訴求 46.7%

5
學校停課文憑試延期　網上授課替代面授
課堂

46.5%

6 小學教師涉散播港獨　被永久註銷教師資格 42.6%

7 一代球星隕落　高比拜仁墜機亡 42.3%

8 美媒宣告拜登勝出　特朗普拒認落敗 42.1%

9 特朗普確診新冠肺炎　健康備受外界關注 42.0%

10
美國非裔男遭警壓頸亡�
引發�Black�Lives�Matter�運動

41.4%

2

VOTE

本屆選舉共有33,676名學生（來自110間中學）於新聞總選
中投票。今年候選新聞當中，有十則新聞與本地、兩岸及
國際新冠肺炎新聞相關，佔三十則候選新聞三分之一，可
見疫情對於全球及本港所帶來的巨大影響。而首十則新聞
當中有四則與疫情相關，分別為第二、四、五及九位，介
乎�42%至�59%，當中「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死亡人數逾百
萬」( 得票�19,891，得票率�59.1%) 位居次位，可見疫情備
受同學關注。而「澳洲山火連燒多月�威脅原生動物存亡」(得
票�19,984，得票率�59.3%) 排名居首，本社認為是由於中
學生於社交媒體閱讀新聞的習慣，讓同學更有機會從畫面
感受到是次山火對澳洲生態帶來的嚴重影響，同時於去年
第二十八屆 (2019�年 ) 的選舉結果中，亦見到同學於環保
議題有一定關心 ( 亞馬遜雨林火災，2019�年第九位 )。而
第三位「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多國表關注」( 得票�18,315，
得票率�54.4%) 同獲高票數，亦見到同學對於新條例實施亦
有較高的關注。

出版年度資料冊

每年的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
選舉均受學界及社會的關
注，為此，本社繼續出版新
聞選舉的年度資料冊，刊載
是屆選舉活動，內容包括新
聞選舉結果及其簡介、比賽
得獎學生作品、活動花絮
等。

「媒人」計劃─傳媒教育大使培訓計劃

學友社一直關注及推動傳媒教育。於2021年1月，本社全
人發展部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媒人計劃安排了一次前
線工作者的分享環節──「傳媒人分享：每周送上背後的
刺針精神」，邀請了前《新聞刺針》首席記者楊量傑為本社
社員義工就著傳媒生態、進行偵察報導、傳媒專業作出分
享，超過30位社員義工以網上及現場方式參與。�參與同學
均表示對於何謂傳媒專業受到很大啓發，同時亦以更濶的
視覺理解偵察報導。

「媒人」計劃─傳媒教育大使培訓計劃

自2011年，公民視域增設「『媒人』計劃─傳媒教育大使培
訓計劃」，旨在培訓大專生（特別是新聞系學生）親身認識
媒體教育的工作，以成為中學生與傳媒之間的「媒人」，一
同籌辦傳媒教育活動，帶動中學生關心香港和國際發展，
協助推動公民及通識教育。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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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出版
　　學友社升學輔導刊物始於1983年出版的《出路指南》，原先是為面臨放榜的學生提供升學及學校
資訊，減低放榜前後的不安感。隨著學制改革及學生輔導需求上升，本社積極開拓各種出路輔導刊
物，對象更從中六學生延伸至全港中學生、老師及家長。

本年度共出版4套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總發行量達二十五萬六千本，平均每套指南的學校訂閱率近9成。

2月

《大中華升學指南2020》

內容： 內地、臺灣和澳門三地的
最新升學情報，包括當地
升學概況、熱門學科、畢
業生出路等。

對象： 高中學生

發行數量： 三萬八千本（免費派發）

2020年

3月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20》

內容： 高中選修科目與大學課程
關係的資料，指南亦搜羅
多個高中以外出路選擇，
如學徒／見習訓練計劃，
以滿足學生的多元出路需
要。

對象： 中三至中五學生

發行數量： 五萬八千本（免費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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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指南2020》

內容： 大學聯招及 SSSDP 課程、聯招
以外大專課程、非本地學士學
位課程、職業訓練、學徒訓練
計劃及載有多位升學專家的輔
導及分析文章等。

對象： 中六學生
發行數量： 九萬套

（一書兩冊，免費派發）

6月

11月

11月11月

《中六升學指南2020》

內容： 涵蓋全面的聯招（JUPAS）選科資訊，
並載有聯招以外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的資料，如大學聯招課程總覽、聯招以
外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總覽、多位升學專
家的輔導及分析文章等

對象： 中六學生
發行數量： 七萬本（免費派發）

承辦教育局《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學生計劃指南（2021/22學年）》

內容： 內地升學概況、文憑試收生計劃簡介、校園
生活，以及在讀港生及畢業港生分享。

對象： 中六學生（免費派發）

承辦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內地
高校文憑試收生計劃2021一本通》

內容： 內地高等教育特色、文憑試收生計劃日
程、參與高校一覽及分布，以及內地高校
畢業港生出路等資訊。

對象： 中六學生（免費派發）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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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內容資訊準確及時

值得信賴

50%十分同意〡48%同意

98% 認同

核心服務∣媒體出版

2020年度指南總發行量 4套指南平均中學覆蓋率近

256,000套 90%
*96%中學訂閱《出路指南2020》

資料來源：學友社升學輔導刊物統計資料 註：官津直中學

資料來源：《出路指南2020》訂閱統計資料、《出路指南2020》中學老師意見調查

指南內容全面

提供充足升學資訊

56%十分同意〡43%同意

98% 認同
認同指南內容全面

提供充足就業資訊

45%十分同意〡48%同意

93% 認同

學生策劃升學出路時

指南是重要參考

56%十分同意〡42%同意

98% 認同

《出路指南2020》中學老師意見調查

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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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 e通訊》
電子報
每月兩期

高中學生、教師及家長適用
搜羅本地及海外最新升學資訊、各院
校招生活動及講座、各機構升學講座
及展覽、本社服務資訊等。平均每年
訂閱人數近11,500人。瀏覽或訂閱：��

�www.student.hk/enews/

學友社 student.hk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全天候開放
中學生、家長、教師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內容涵蓋升學、
就業、生涯規劃、個人成長及通識教育
等內容，亦載有學友社各升學輔導刊物
的電子版供免費下載。2020年達151萬

瀏覽人次。

學友社 student.hk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全天候運作
即時傳達文憑試、聯招及多元升學資
訊，發布與學生息息相關的升學資訊。

電子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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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通訊》
電子通訊
每月出版

介紹學友社最新動向，
讓社員及公眾對本社作更深入的認識。

年報
（2019）
2020年11月出版

載錄2019年度本社工作重點及財政報告，�
讓社會各界及社員更了解本社的服務與現況。

學友社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全天候運作
即時傳達學友社最新活動資訊及服務，�
發布與教育界息息相關的最新資訊。

hyc.org.hk�
學友社網站
全天候開放

建立學友社整體形象，載有本社宗旨使命、�
區部介紹、服務及最新活動資訊。

機構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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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
　　為了解學界所需及反映最新情況，學友社不時就教育相關事宜進行問卷調查，並將所得數據作
深入分析及提出建議，讓政府當局及教育工作者掌握最新趨勢，適時調整政策及部署。

「文憑試考生的內地及臺灣升學意向」調查報告（2020年3月8日發布）

� � 為了解本屆文憑試考生對兩地升學的意向，學友社於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期間，透過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
超過1,3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綜觀過去數年統計數字，表示「考慮內地升學」比例較去年下降5個百分點至15%，而「考
慮臺灣升學」的比例則上升8個百分點至30%。

� � 學友社表示，今年調查中，因「朋友�/�家人鼓勵」而考慮內地升學的學生，較去年增加�16�個百分點。調查亦顯示，無
論考慮前往內地或臺灣的同學，考慮畢業後留在當地發展的同學百分比均上升（內地及臺灣分別上升�19�個及�10�個百分
點），反映更多同學的升學計劃不單止選擇升學的地點，更有在當地工作甚至移民的打算。

文憑試考生考慮內地／臺灣升學的因素

朋友 / 家人鼓勵 政治環境 / 制度
未來留在

當地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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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文憑試考生壓力指數

新型肺炎疫情對學生準備應考文憑試的影響

8.1/10
歷屆最高

調查報告可於學友社網站www.hyc.org.hk 下載

「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報告（2020年4月5日發布）

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先後經歷社會事件及新
冠肺炎疫情，為了解事件對考生的影響，學友社分別
於�2020�年�1�月及�3�月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發現，考
生壓力在�1�月時平均分為�7.48�分（10�分為最高），在
3�月初時壓力平均分升至有調查以來最高的�8.10�分，
顯示學生因受疫情影響而承受巨大壓力。同學認為文
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在�1�月時比去年同期上升�0.72�
分，反映應屆考生本已受到自去年中開始的社會運動
影響應考，當中六至七成學生同意因社會事件減低了
他們的學習動力，影響了學習進度、令他們難以集中
精神、身心疲累以及情緒波動。結果亦指出，有更多
考生（約八至九成）認為，新冠肺炎肆虐對應試帶來
上述的負面影響。學友社提醒同學，若溫習時遇有難
於集中的情況，則宜稍作休息，進行一些呼吸練習，
將專注從溫習轉移到身體狀態之上，以緩和自己緊張
之狀態，有助增加溫習成效及紓緩壓力。

* 根據2020年3月數據

1 2 3
難以集中精神 減低學習動力 影響學習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