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RTHK 

學友社調查：文憑試考生考慮內地升學增 赴台升學下降 

 

學友社在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期間，訪問近 20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調查發

現，本港文憑試考生中，考慮往內地升學的比例，由 2017年的 17%上升至 20%；

考慮到台灣升學的比例，則由 2017 年的 26%下降至 22%。 

 

學友社指，有 30%受訪者認為，內地的升學環境好而考慮到當地升學，比去年

多 9 個百分點。而擔心內地學歷和就業認受性的考生比例，則比去年減少 7 個

和 11 個百分點。 

 

至於學生對到台灣升學的興趣持續減少，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估計，是與

發展機會不明朗，以及學費差距收窄有關。他指，政府推出不同的本地專上課程

資助計劃，令本地升學的費用減少，因此因學費便宜而到台灣升學的人數，比去

年大幅下降 22 個百分點。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RTHK 

調查發現考慮往內地升學的文憑試考生比例較去年上升 

 

學友社有關應屆文憑試考生到內地或台灣升學意願調查發現，考慮往內地升學的

比例，較去年上升，相反考慮到台灣升學的比例則減少。 

 

學友社說，學生的考慮因素，包括收生要求、學費和學習環境，至於大灣區的發

展前景，現階段對學生的決定影響不大。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星島日報 

兩成應屆 DSE 考生有意升學內地 負笈台灣興趣減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右）指，學生對台灣升學興趣持續減少。 

【星島日報報道】學友社在去年底至今年初，以問卷訪問近 2000 名應屆中學文

憑試（DSE）考生，發現兩成人有意往內地升學，兩成二人則有意往台灣升學，

與 17 年首次調查比較，兩者分別是兩成及兩成六，結果出現此消彼長的情況。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學生對台灣升學興趣持續減少，與發展機會不明

朗及學費差距收窄有關，尤其政府推出免入息審查資助及「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畫」（SSSDP），本地升學花費較以往減少，令有意到台灣升學的學生大幅

下降。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香港 01 

調查：文憑試考生往內地升學意願升 赴臺升學意願降 

學友社早前以問卷形式調查文憑試生到內地升學的意向，發現今年考慮內地升學

比例較去年上升 1 個百分點，而考慮台灣升學則較去年下降了 3 個百分點。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綜觀過去統計數字，表示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

比例保持穩定，由 2017 年的 17%升至 20%；而考慮台灣升學則由 2017 年的

26%下降至 22%。吳預計，有意到兩地升學的人數差距將進一步收窄。 

 

學友社早前以問卷形式調查文憑試生到內地升學的意向，發現發現考慮內地升學比例較去年上升 1%，而

考慮台灣升學則較去年下降了 3%。 

 

學友社資深督導陳倩雯指，學友社於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間，以問

卷形式訪問了 2000 名文憑試考生，發現考慮內地升學比例較去年上升 1 個百分

點至 20%，而考慮台灣升學則較去年下降了 3 個百分點至 22%。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調查又發現，30%受訪者因學習環境好而考慮內

地升學，上年則只有 21%。他認為，這與過去數年教育局、學界及不同團體舉

辦不少內地交流團，以及加強兩姊妹學校的關係有關，增加了不少互動關係。 

 

至於學生對台灣升學方面興趣減少，吳認為與發展機會不明朗及學費距離收窄有

關。他指，過往不少赴台升學的主要賣點是「學費較便宜而選擇多」，但隨政府

推出不同本地專上課程資助計劃，如擴展SSSDP規模及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等，

本地升學花費較以往減少，因此因學費便宜而選擇到台灣升學的學生由去年

57%降至 35%。 



大灣區發展未影響文憑試考生選擇  

吳寶城指出，學生考慮赴兩地升學時，不應考慮單一因素或片面之詞，而是應有

完整的資料搜集並全盤考慮。他提醒，有同學欲赴兩地升學後繼續進修，需留意

大學成績、升學資料齊全度、學位認受性等。他又指，暫未看到大灣區影響文憑

試考生的選擇，較多同學仍專注於一線城市。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有意到兩地升學的人數差距將進一步收窄。 

選擇往台升學  因台灣的大學有其心儀科目  

 

應屆文應試考生虞仕駿（左一）有意赴台升學。 

應屆文應試考生虞仕駿對後台設計有興趣，除報讀了香港演藝學院外，亦報了台

灣的大學。他指，選擇赴台升學除了因學費便宜外，亦因台灣的大學有其感興趣

的科目，亦了解過當地工作環境，決定讀書後留在台灣工作。不過，其亦擔心文

化差異、語言隔閡等問題，坦言若同時獲兩地院校收取，將選擇留在港讀書。 

 

而另一位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除 Jupas 外，則有報讀內地的大學。她指，對

商科有興趣，認為內地有很多新興企業，提供不少工作機會，相信到當地讀大學

能及早適應環境。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線報 

學友社：不考慮到台灣升學．越來越多港生不喜歡台灣政治 

 

團體學友社於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間，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近二千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他們前往內地及台灣升學的意向及認知，發現表示「考

慮內地升學」比例較去年上升 1 個百分點至 20%，而「考慮台灣升學」的比例

則下降至 22%，學生對兩地的升學意欲進一步收窄。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出，綜觀過去數年統計數字，表示會考慮到內地升

學的學生比例保持穩定，由 2017 年 17%升至今年的 20%：考慮到臺灣升學的

比例，則由 2017 年的 26%，下降至今年的 22%。他說，今年調查比去年多了

9 個百分點的學生因為學習環境好（30%），在不考慮內地升學的原因中，「擔心

學歷上及就業上的認受性」較去年分別減少 7 個及 11 個百分點。 

 

至於台灣升學，調查發現意欲明顯減少，吳寶城指或與發展機會不明朗和學費差

距收窄有關。相比內地著重回應香港畢業生對未來發展的考慮，台灣升學的發展

機會較不明朗，故出現此消彼長，到台灣升學的吸引力相對下降。他又指，學生

在考慮或不考慮內地及台灣升學時，視政治環境為考慮因素的比率明顯上升。 

 

調查結果又顯示，受訪學生對往內地升學及台灣升學的認知方面亦較弱，不足五

成受訪同學認為自己了解兩地大學的選科策略，僅四成受訪學生表示「了解政府

提供不同類型的內地大學資助計劃」(同意 37%，十分同意 5%)。為加強學生對

大中華升學的認識，學友社提供一系列支援服務，包括出版《大中華升學指南》、

專題講座及交流活動、學生專線 2503 3399 及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student.hk

等。 

 

此外，經長期的關注及分析，學友社發現青年學生對往大中華地區升學及發展的



關注及意願日益增加，而相應的需求漸趨多元且廣泛，不再只集中在升學選科，

更擴展至未來事業規劃。而學友社將於 2019 年 5 月成立「大中華升學及發展中

心」，協助有意到內地發展的香港青年學生把握「大中華發展機遇」，新中心服務

包括，為有意往大中華地區升學的學生提供大中華升學輔導諮詢服務、提供一站

式的大中華學習、生活、實習、就業資訊平台，以及為香港青年學生提供大中華

實地交流的體驗等。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巴士的報 

 

DSE 考生赴台升學興趣減少 學友社:或與學費差距有關 

 

 
學友社以問卷形式訪問了 2000 名應屆 DSE 考生。 

學友社在去年底至今年初，以問卷訪問近 2000 名應屆中學文憑試（DSE）考生，

發現兩成人有意往內地升學，兩成二人則有意往台灣升學，與 17 年首次調查比

較，兩者分別是兩成及兩成六，結果出現此消彼長的情況。 

 

調查發現兩成人有意往內地升學；兩成二人則有意往台灣升學。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學生對台灣升學興趣持續減少，與發展機會不明

朗及學費差距收窄有關，尤其政府推出免入息審查資助及「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畫」（SSSDP），本地升學花費較以往減少，令有意到台灣升學的學生大幅

下降。 



 

吳寶城指學生對台灣升學興趣持續減少。 

 

 

學友社比較往年調查，指有意到台灣升學的考生比例持續減少。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881903.com 

學友社：約兩成應屆文憑試考生考慮到內地升學 

 
學友社公布文憑試考生對內地及台灣升學意向調查 

學友社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以問卷訪問近二千名應屆文憑試考生，顯示兩成

受訪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較去年上升1個百分點，原因主要是內地學習環境好、

收生要求及學費水平較低。擔心學歷及就業認受性而不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受訪者，

亦較去年分別減少 7 及 11 個百分點，至大約三成。調查又發現，考慮到台灣升

學的比率，較去年下降 3 個百分點至 22%。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過去數年教育局及學界不同團體舉辦不少內地

交流團，加上內地院校著重推廣，令學生了解內地學習環境，提升對內地教育水

平的信心。他又指，在台灣畢業後的發展前景不明朗，與本地學費差距亦收窄，

減少學生到當地升學的興趣。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蘋果日報 

拒內地升學 DSE 考生 37%憂政治問題  

較去年大增 9 個百分點 
 

 

文憑試月尾「開鑼」，學友社問卷調查發現，分別有 20%及 22%受訪應屆考生表

示，會考慮到內地或台灣升學，比率沒明顯變化；但表示不願意到內地升學的學

生中，37%人指因政治環境或制度問題，不考慮到內地升學，較去年大增 9 個

百分點。學友社認為，近年學生對內地升學取態呈兩極化，部份人拒絕與內地有

任何接觸，但亦有學生表示內地發展機遇大，願意到內地發展，不排除日後到內

地升學的港生人數會超越台灣。學友社又指，大灣區規劃雖未有細節，暫難左右

港生升學選擇，但為配合內地發展機遇，該社 5 月將設「大中華發展中心」，加

強大中華區升學資訊服務、實習及工作資訊平台，拓展青年視野及促進大灣區內

人才交流。 

 

學友社資深督導陳倩雯表示，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以問卷訪問 1,970 名應屆文

憑試考生，20%人表示會考慮到內地升學，較上次調查微升 1 個百分點；22%

人表示考慮到台灣升學，微跌 3 個百分點。願意到內地升學的學生中，61%人

認為因內地大學收生要求較低、32%人認為學費較便宜。考慮到台灣的學生，

62%人認為收生要求較低；各有 35%人認為本港及台灣文化及地理相近、學費

較便宜、學習環境好。不願意到內地升學的學生中，最多人認為因政治環境或制

度問題，達 37%，較上次調查升 9 個百分點；其次是擔心學歷認受程度，達 32%，

但按年跌 7 個百分點。另有 29%人擔心就業認受能力，達 29%，但亦按年跌 11



個百分點。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近年學生對內地升學取態轉趨兩極化，部份學

生吸收網上或傳媒報道後，抗拒內地的所有事情，「甚至連大陸產品都唔想用」；

但亦有部份學生憧憬內地發展潛力遠較本港高，加上不少中學都有舉辦交流團，

讓學生有機會了解內地生活文化，甚至聽到很多港生分享在內地讀完大學後的美

好工作前景，而不抗拒到內地。另一方面，台灣的大學一向予港生印象是學費廉

宜、更多學科選擇，但隨着本港的自資專上課程不斷轉型，學費較相宜及多元化，

吸引港生就讀，故相對下台灣的大學較少人問津。 

 

吳認為，升學只是人生的一個過程，到當地升學不一定需要接受當地的政經文化，

提醒學生及年輕人在選擇升學地點時，應作更全盤的考慮。他相信日後更多港生

願意到內地讀大學，不排除日後會超越到台灣升學的人數。但至於大灣區是否最

大誘因，吳稱未見到相關細節出台，相信學生亦難以掌握「大灣區係唔係一定好

啲」，相信難以左右學生選擇。 

 

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同時報了本港的 JUPAS 及北京大學，心儀商科的她稱，

預計考獲 5 科最佳 22 至 23 分，JUPAS 第一選擇是中文大學的經濟學系，但她

感到內地發展潛力很大，日後亦很有可能到內地發展事業，故也希望於內地升學，

及早熟悉內地環境及企業發展。希望成為內地「重磅」企業騰訊或華為一份子的

張同學笑言，自己普通話不錯，相信於內地升學的話，溝通不成問題，但擔心寄

宿生活會不習慣，「聽講北京同清華（大學）都係（早上）5、6 點起身溫習」，

她怕應付不來。被問到是否憧憬大灣區發展，她稱大灣區的未來仍是一個未知數，

不會斷言成敗。 

 

另一應屆文憑試考生虞仕駿則稱，估計中文及英文只會考到 3 級、數學、通識及

選修科則考到 2 級，有機會未能考入本港大學，故考慮到台灣升學。有意從事幕

後工作的他說，已報考本港演藝學院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若兩校同時表示願意

取錄，考慮到台灣的工作前景或較理想，故有意選擇台灣甚至留台就業。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東網 

學友社調查指港生赴兩岸升學人數差距收窄 

 
學友社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有意到內地升學的學生連續 3 年上升。 

內地及台灣近年成為香港學生升學熱點，學友社對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進行

調查，有意到內地升學的學生連續 3 年上升，由 2017 年的 17%升至 20%；有

意到台灣升學者則由 26%跌至 22%，兩者差距為歷年最小，愈來愈多學生認為

內地學習環境好，但政治環境仍是減少升學意欲的最大因素。 

 

調查顯示收生要求低及學費便宜為首兩個吸引學生到內地升學的因素，增長最為

明顯的因素中為「學習環境好」，由上年的 21%增至 30%。惟在不考慮到內地升

學的學生中，政治環境為首要因素，人數亦由上年的 28%升至 37%，擔心難融

入當地的人亦由 21%增至 28%。 

 

收生要求低亦是學生考慮到台灣升學的最大因素，但「學費較便宜」的吸引力明

顯減少，受此吸引的人數由 57%降至 35%，而台灣的政治環境對學生則甚具吸

引力，由 7%增至 17%。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預計有意到兩地升學的人數差距會持續收窄，內地甚

至會「爬頭」，原因可包括近年學生多機會親身去內地交流，不只是以往的單向

參觀，而是更多文化交流及與同學互動。而且香港愈來愈多來自內地的學生，不

少人有意回到內地讀大學，因用香港身份讀內地大學，無論學費還是入學成績都

比內地學生更有優勢。 

 

吳指，雖台灣的大學學費沒有明顯轉變，可能因政府推出不同的本地專上課程資



助計劃，令本地升學花費減少，令台灣吸引力相對下降。 

 

吳指，愈來愈多學生會詢問到內地升學的資料，但大灣區對學生升學選擇暫時影

響不大，學生仍多放眼一線城市。學友社由今日起派發4萬冊《大中華升學指南》，

並於 5 月成立「大中華升學及發展中心」，為學生提供內地、澳門及台灣的升學

及就業資訊。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Metroradio.com.hk 

 

應屆文憑試考生考慮到內地升學增到台灣降 

學友社調查指，應屆文憑試考生考慮到內地升學的比率上升，打算去台灣升學的

比率下降。 

 

學友社於去年 12 至今年 1 月，訪問近二千名應屆文憑試考生，調查發現, 表示

「考慮到內地升學」比例，較去年上升 1 個百分點至百分之 20，「考慮台灣升學」

的比例則下降至百分之 22，學生對兩地的升學意欲進一步收窄。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說，調查顯示三成考生認為內地學習理境好，因此選

擇內地升學，擔心內地學歷及就業認受性的學生，較去年分別減少 7 個及 11 個

百分點。 

 

至於學生對台灣升學的興趣持續減少，吳寶城指或與發展機會不明朗及學費差距

收窄有關。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TVB 

擬赴內地升學文憑試考生有上升 考慮往台灣升學人數減 
 

 

有升學輔導機構的調查發現，考慮到內地升學的中六學生，有上升趨勢。 

 

中學文憑試四個核心科的筆試下月初陸續開考，在忙著應考之餘，有考生已為未

來升學打算。 

 

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稱：「現在內地發展有很大潛力，以後都會有很大機會返

內地上班。在內地讀的話，對內地的企業會比較了解些。」 

 

應屆文憑試考生虞仕駿稱：「(台灣)當然學費較便宜相比香港，其次台灣是我有

興趣的科目。」 

 

學友社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以問卷訪問近二千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對在內地及

台灣升學的看法。考慮往內地升學的兩成人有持續上升趨勢。考慮到台灣升學的

人較多，但就持續減少。而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主要是收生要求及學費較低。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稱：「以往很多時同學去內地去參觀一些院校是比較

單向，例如去參觀，現在多了一些互動及雙向，例如可能是觀課去上課，去同學

多了接觸及認知。同學會覺得內地的學習環境，是比想像中好，所以會更加願意

去內地升學。」 

 



調查又發現，不考慮到內地或台灣升學的人主要是擔心認受性、生活及政治環境

不同等。 

 

學友社建議政府提供更多機會，例如交流團，讓學生親身體驗當地的學習環境，

同時讓更多內地及台灣的院校在本港推廣。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媒體：TVB 

調查指兩成受訪應屆文憑試學生考慮內地升學 較去年微升 
 

 

有調查發現，考慮到內地升學的應屆文憑試學生輕微上升。 

 

學友社在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以問卷訪問近二千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兩成受

訪者表示考慮往內地升學，較前一年升 1 個百分點；兩成二受訪者考慮到台灣升

學，跌 3 個百分點；認為內地學習環境較好的受訪者，上升 9 個百分點。 

 

調查顯示，不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主要擔心政治環境，其次是學歷及就業認

受性。 

 

學友社建議政府提供更多機會予學生到內地交流，親身體驗當地的學習環境。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明報 

37%應試生因政治拒內地升學 升 9 百分點  

學友社：近年考慮因素兩極化 

 

 

【明報專訊】文憑試即將開始，有興趣到內地升學的應屆考生，現已可於網上預

先報名參加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學友社昨發表文憑試考生升學

意向調查，分別 20%及 22%受訪學生考慮到內地或台灣升學。37%受訪學生稱

因政治環境或制度不考慮到內地升學，較去年升 9 個百分點。學友社學生輔導顧

問吳寶城認為，近年學生考慮政治環境因素兩極化。他又相信，未來有意到內地

及台灣升學的比例差距會持續收窄，前者甚至超越後者，但現階段大灣區未有具

體細節，認為未太影響學生升學選擇。 

 

願赴內地者升赴台者跌 料趨勢持續 

 

學友社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以問卷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分別 20%及

22%受訪者考慮到內地或台灣升學，較去年上升 1 個百分點及下跌 3 個百分點。

受訪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因素，主要因學費較便宜、收生要求較低等；30%稱因

學習環境好，較去年增加 9 個百分點（見表）。吳寶城認為，過去數年學生內地

交流活動增多，由以往單向參觀轉為學生可到當地上課、與當地學生直接交流，



加上愈來愈多港生分享在內地院校畢業的就業經驗，吸引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

而考慮到台灣升學方面，學生因學費較便宜的，由去年 57%下跌至今年 35%。

吳寶城解釋，近年港府推出多個資助計劃，如擴大「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

劃」（SSSDP）規模等，令本地升學花費減少，兩地學費相若令有意到台灣升學

學生減少。 

 

有認為北上助就業 有抗拒內地一切 

 

吳寶城又稱，近年學生考慮升學時更着重如當地民生、政治環境等宏觀因素，但

變得兩極化，如有學生覺得內地有就業優勢，但亦有學生抗拒內地一切，甚至不

購買內地產品。他提醒，升學只是人生其中一個過程，並不代表要接受當地的政

治文化，又建議學生不應只考慮單一因素及道聽塗說，應多方面獲取資訊全盤考

慮。 

 

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預計最佳 5 科考獲 22 至 23 分，心儀商科的她同時報

了本港院校及內地如北京大學，現時聯招首選是中大經濟系。張梓瑩認為，內地

發展潛力大，加上現時有不少新興企業，若到當地讀書，可及早熟悉企業運作，

畢業後工作機會亦較多，期望自己可於騰訊等企業的管理部門任職。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明報 

【教育要聞】應屆受訪文憑試生 北上升學增願赴台減 

 

學友社調查發現，有意到內地及台灣升學的學生比例差距收窄，吳寶城相信出現此消彼長的態勢。 

(星島日報報道)兩岸大專院校免試招收本港學生，內地及台灣升學更見普遍，學

友社訪問近二千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有意到內地升學的學生比例持續上升，

今年達兩成人，反觀台灣卻持續下跌至兩成二，兩者差距僅兩個百分點，出現此

消彼長。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隨着港府提供免入息審查資助等，令本地升學

成本大減，加上發展機會不明朗，令台灣升學優勢不再。 

 

學友社在去年底至今年初以問卷成功訪問近二千人，兩成人有意到內地升學，是

自一六年同類調查的新高，亦是連年增長，四年累增三個百分點；六成一人認為

收生要求較低，約三成人指學費較便宜及學習環境佳，兩成半人認為內地院校知

名度高。反觀同樣免試招收港生的台灣，有意赴台的港生比例連年下跌，今年僅

兩成二人，三年累跌逾一成。學生不考慮赴台升學的因素，主要是憂慮學歷及就

業認受性，三成二人擔心大學質素。 

 

有三成七人因政治環境及制度，而無意到內地升學，較去年增近一成；因此而不

選擇到台灣升學，則佔百分之七。約三成有意到兩岸升學的港生，打算畢業後返

港就業，兩成人則打算返港進修；至於留在當地就業與進修，內地佔一成半，台

灣則佔一成八。應屆考生張梓瑩已通過獨立招生報讀北京大學，認為內地發展潛

力大，長遠打算到內地大型企業工作，內地升學有助增加經驗；另一應屆考生虞

仕駿則心儀台灣升學，但坦言留在當地發展空間有限，打算畢業後返港發展。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估計，有意到內地升學的學生比例即將超越台灣，他



指以往台灣標榜課程多元及學費便宜，但隨着本港推出免入息審查資助、指定專

業/界別課程資助計畫（SSSDP）等，減輕學生在本地升讀自資課程的費用，港

台兩地升學差異不大，加上台灣畢業後發展不明朗，令不少人卻步；同時內地院

校近年對招收港生更趨積極，「遊學團以往較單向，現在更多互動形式，比如讓

學生觀課等，令他們對內地學習環境的認知有所轉變。」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網要》日前出爐，吳寶城認為暫未發現大灣區影響文憑試考

生的升學選擇，大部分人仍專注於一線城市，但他建議考生選擇到兩岸升學，不

應只看單一因素，「升學未必等於接受政治取態或環境。」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蘋果日報 

DSE 考生升學 僅兩成願北上 

 

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右）表示，希望畢業後在騰訊或華為的管理部門工作。 

【本報訊】文憑試（DSE）月尾「開鑼」，學友社問卷調查發現，僅兩成受訪者

表示考慮到內地升學；不考慮的學生中，37%人稱原因是內地政治環境或制度問

題，比率較去年增 9 個百分點。升學專家認為學生對內地升學取態呈兩極化，一

部份人拒絕與內地有任何接觸；另一部份人則感內地發展機遇大，願北望神州，

料這批學生未來會不斷增加，甚至多過到台灣升學的港生人數。有應屆考生認為

北上讀大學能深入了解當地文化及企業，有助日後成為內地企業「龍頭」騰訊或

華為一分子。 

 

學友社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以問卷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20%人會考

慮到內地升學，當中 61%人認為因內地大學收生要求較低、32%人認為學費較

便宜。表示不考慮的學生中，37%人表示與政治環境或制度有關，另 32%人擔

心內地大學學歷在學界的認受程度、29%人擔心學歷在職場的認受程度。 

 

不滿政治環境及制度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部份學生堅決抗拒內地的所有事物，「甚至連

大陸產品都唔想用」；但亦有越來越多學生憧憬內地發展潛力較高，或曾參加中

學舉辦的交流團後不抗拒到內地讀書。他認為北上升學不一定要接受當地政經文

化，選擇升學地點時應作全盤考慮。至於大灣區規劃是否學生誘因之一，吳認為

學生未必掌握「大灣區係唔係一定好啲」。 

 

心儀商科的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預計考獲 5 科最佳 22 至 23 分，JUPAS 第



一選擇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但她有感內地發展潛力大，故也希望在內地升學，

深入了解當地企業發展，早前也報考了北京大學。她表示，希望畢業後在騰訊或

華為的管理部門工作。 

 

為配合內地包括大灣區等發展機遇，學友社 5 月將設「大中華發展中心」，加強

大中華區升學資訊服務、實習及工作資訊平台，拓展青年視野及促進大灣區內人

才交流。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東方日報 

港生升學 北上意願漲 赴台動力降 

 

愈來愈多本港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學友社調查發現，有意到內地升學的應屆文

憑試考生，由一七年的一成七升至今年的兩成，認為內地學習環境好的被訪者亦

增多，與內地收生要求較低及學費便宜等因素有關。在此消彼長下，有意到台灣

升學的學生連續三年下跌，由一七年的兩成六跌至今年的兩成二。團體分析指出，

內地遊學團增加及注重文化交流及與同學互動，而非以往的單向參觀，令不少學

生有意回內地讀大學，預計有意到兩地升學的人數差距會持續收窄。 

 

內地學費低 政治環境礙考慮 

受訪應屆考生約二千人，在有意到內地升學的被訪者中，認為內地大學學習環境

好的比例，由上年的兩成一增至三成。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近年學生

有較多機會親身去內地交流，兩地姊妹學校亦加強聯繫，而且香港學生報讀內地

大學獲得補貼，無論學費還是入學成績都比內地學生更有優勢。 

 

調查同時發現，最令學生對內地升學卻步的因素為政治環境，由上年的兩成八升

至三成七；而受台灣政治環境吸引者則由百分之七增至一成七。吳表示，愈來愈

多學生注重政治環境，但建議學生不要放大此因素，應考慮升學地點及學校的整

體條件。 

 

台校難獲僱主承認 憂心前途 

調查顯示台灣升學的吸引力持續下降，尤其受「學費較便宜」吸引的人數由五成

七降至三成五。吳寶城指，台灣的大學學費沒有明顯轉變，只是本港政府推出不

同本地專上課程資助計劃，令本地學生學費減少，加上不少僱主不大承認台灣的



大學，令受訪者感到前途不明朗，因而打消到台灣升學的意欲。吳又指，大灣區

發展對學生升學選擇暫時影響不大，學生仍多心儀一線城市。 

 

應屆考生張梓瑩於大學聯招報了中大經濟系，但其成績未必十拿九穩，因此亦報

讀了北京大學等內地頂級大學。她指聽說北大學生清晨五、六時便開始讀書，欣

賞該校學習氣氛，內地亦有很大發展潛力，望畢業後於內地工作。學友社昨起派

發四萬冊《大中華升學指南》，並於五月成立「大中華升學及發展中心」，為學生

提供內地、澳門及台灣的升學及就業資訊。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am730 

收生要求低 學費平 文憑試考生考慮內地升學增 

 

近年不少學生選擇到內地及台灣升學，學友社最新調查發現，考慮到內地升學的

文憑試學生，按年上升 1 個百分點至兩成，主因收生要求較低，以及學費較便宜；

但考慮到台灣升學的則減少 3 個百分點至兩成二，多擔心學歷及就業認受性。學

友社預計差距將持續收窄，未來有意到內地升學的學生比例，或較台灣升學的

多。 

 

調查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期間進行，訪問了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考慮

到內地升學的學生中，六成一人指因收生要求較低，三成二人指學費較便宜，三

成人則稱學習環境好；惟不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政治環境為首要因素，由去

年的兩成八升至三成七，其次有三成二人擔心學歷認受性，兩成九人則擔心就業

認受性。 

 

至於考慮到台灣升學的學生，六成二人指因收生要求低，認為學費較便宜、學習

環境好，以及文化及地理位置與香港相近的則各有三成五人；不考慮到台灣升學

的人中，五成二擔心學歷認受性，四成五則擔心就業認受性。 

 

 

交流深入增內地升學吸引力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近年學界及不同團體等都有舉辦內地交流團，形

式由以往單向參觀，改為到當地上課、與當地學生直接交流，加上愈來愈多學生

於內地畢業後回港分享，吸引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另外，近年政府推出不同專

上課程資助計劃，令本地與台灣升學的花費差距收窄，令台灣升學吸引力下降。 



 

吳續指，以往學生決定升學地點，較多考慮課程認受性及內容等微觀因素，近年

則著重宏觀因素，如政治環境、當地民生等，但他提醒，學生考慮升學地點時，

應作全盤考慮，不應以單一因素考慮或道聽塗說。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文匯報 

港生升學意願 北上增赴台減 

 
學友社調查發現，文憑試考生考慮內地升學的學生比率連續三年上升，達 20%。 

交流團提升對內地教育信心 港台學費差距收窄降寶島升學意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港生升學途徑日趨多元，學友社以問卷形式訪問近

2,0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考慮到內地升學的人數近三年呈上升趨勢，達

20%；而想去台灣的比率則逐年下跌至 22%。升學專家指出，特區政府推出的

本地升學資助計劃，令港台的學費差距收窄，變相令港生赴台升學的意願減少。 

 

學友社於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間，以問卷形式訪問1,97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了解其前往內地及台灣升學的意願。調查發現，會考慮內地升學的學生比率近三

年呈上升趨勢，達 20%，較去年上升 1%；而考慮到台灣升學的學生比率則由

2017 年的 26%，逐年下跌至今年的 22%。 

 

最多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因素依次為「收生要求較低」、「學費較便宜」及「學

習環境好」，比率為 61%、32%及 30%。在考慮台灣升學的因素方面，「收生要

求較低」佔 62%，而「學費較便宜」、「學習環境好」及「文化/地理位置相近」

均為 35%，其中「學費較便宜」一項較去年大跌 22%。 

 

不少港校與內地校締結姊妹 

 

學生考慮選擇兩地院校及學科的主要因素，均為「按預計成績」及「院校及學科

為將來就業帶來的優勢」。在內地方面，這兩個因素分別佔 31%及 27%；台灣方



面則各佔 28%及 30%。在畢業後計劃方面，有意於內地或台灣升學的學生中，

擬於香港就業的比率分別為 32%及 35%；而選擇香港進修的分別為 21%及

19%。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過去數年教育局及不同團體舉辦了不少內地交

流團，同時也有不少學校締結了內地的姊妹學校，「形式由以往的單向參觀，變

成多元化的交流活動，學生較以往熟悉內地學習環境，也提升了他們對內地教育

的信心。」 

 

學生在台灣升學的興趣降低，吳寶城指出，這或與台港學費差距收窄相關。 

 

過往台灣升學的賣點是「學費便宜而選擇多」，但隨着近年特區政府推出不少本

地專上課程資助計劃，如擴展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及免入息

審查資助計劃等，均會減少學生赴台升學的意願。 

 

資助北上升學 推廣不足 

 

不少學生有意於內地及台灣升學，認為自己了解兩地大學質素的比率均逾七成，

然而了解內地及台灣選科策略的比率均不足五成，只有 48%及 47%。至於政府

提供的內地大學資助計劃方面，認為自己了解的學生只有 42%，而認為相關資

訊能增加內地升學意慾的更只有 37%，顯示政府在推廣相關計劃的資訊量並不

足夠。 

 

吳寶城提醒，學生考慮離港升學時，應搜集各種資料並作全面考慮；若畢業後選

擇在當地進修，需要了解學位的認受性等不同資料。 

 

應屆文憑試考生虞仕駿表示，自己對後台設計甚感興趣，同時報讀了香港演藝學

院及台灣的大學。雖然他認為自己對當地的工作環境頗熟悉，然而仍擔心文化差

異及語言不通等問題，若能選擇的話寧願在香港就學。 

 

另一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對商科感興趣，認為內地的新興企業能提供許多工

作機會，趁早到內地念書能讓自己適應當地的生活。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香港新聞網 

調查：兩成香港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 

 
香港學生體驗航天員的訓練方式。 

據香港《大公報》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青年交流將愈趨

頻密，帶動香港學生到內地升學意欲。 

 

近期，香港學友社訪問近 2000 名應屆中學文憑試(註：相當於內地的高考)考生，

20%受訪學生表示會考慮到內地升學，連續 2 年錄得升幅。其中 30%學生因“學

習環境好”考慮到內地升學。 

 

學友社稱，越來越多學生認為內地的學習環境好，更憧景內地發展潛力。有應屆

文憑試考生希望到內地升學，及早熟悉環境及企業發展。 

 

學友社在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間，以問卷調查的形式訪問了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調查發現，受訪者表示“考慮內地升學”的比例由 2018 年

的 19%上升至 20%。 

 

調查指出，學生選擇到內地升學的主因是“收生要求較低”(61%)，其次是“學

費較便宜”(32%)。值得留意的是，2019 年有 30%的受訪者因“學習環境好”

而考慮到內地升學，較 2018 年的 21%上升 9 個百分點。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過去數年香港教育局、學界及不同團體舉辦了

不少內地交流團，以及加強兩地“姊妹學校”的聯系，形式由以往的單向參觀，

變成多元化的交流活動，學生更加了解內地的學習環境。 



他續稱，有部分學生憧景內地發展潛力，加上不少中學有舉辦內地交流團，也有

很多港生分享在內地完成學業後的美好工作前景，學生可從中了解內地生活文

化。 

 

有意到內地升學的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心儀商科，在香港的大學聯合招生中，

選擇了香港中文大學的經濟學系，另外還報讀了北京大學。 

 

她表示，一直覺得內地的發展潛力很大，日後有很大機會到內地發展事業，加上

普通話底子不錯，相信不會造成溝通問題，她希望通過在內地升學，及早熟悉內

地環境及企業發展，目標是成為騰訊或華為的一分子。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學友社將於 5 月設立“大中華發展

中心”，加強大中華區升學資訊服務、實習及工作資訊平臺，冀拓展青年視野及

促進大灣區內人才交流。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晴報 

2 成 DSE 生 擬到內地升學 

不少港生會選擇赴內地及台灣升學。學友社調查發現，欲赴台升學的考生有 22%，

較去年跌 3 個百分點，考生對內地升學意慾則由去年 19%增至今年的 20%。學

友社指，學生對兩地的升學意慾進一步收窄，是由於近年不少團體舉辦內地交流

團，讓同學更了解內地的學習環境，但亦有 37%學生認為政治環境或制度令他

們卻步。 

 

學友社稱有 3 成學生因學習環境好而考慮赴內地升學，較去年增 9 個百分點。 

學友社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以問卷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結果發現，

2 成人欲赴內地升學，較去年升 1 個百分點，但有意到台灣升學的考生則由去年

25%降至今年 22%。有意到兩地升學的學生中，分別有 61%及 62%人認為內地

和台灣收生要求較低；另有 32%及 35%人認為內地和台灣學費較便宜。 

 

制度問題令部分人卻步 

惟不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中，有 37%人認為是政治環境或制度問題令他們卻

步，較去年增 9 個百分點；不考慮赴台升學的主因是擔心學歷上的認受性問題，

有 52%。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到兩地的升學意慾進一步收窄，兩者

差距是自調查進行以來最小，未來內地或有機會超越台灣。他認為，與近年教育

局及學界舉辦不少內地交流團及加強兩地姊妹學校有關，讓同學更了解內地學習

環境。至於學生對台灣升學興趣持續減少，則與發展機會不明朗及學費差距收窄

有關，包括政府推出不同的本地專上課程資助計劃，令本地升學花費較以往減

少。 

 

  



考慮升學前多諮詢意見 

 

吳寶城又建議，學生不應用單一因素考慮升學地點，宜多方面獲取資訊，如多諮

詢教師意見及參與交流活動。 

應屆文應試考生虞仕駿表示，對舞台後台設計感興趣，除報讀香港演藝學院外，

亦報讀台北藝術大學，選擇赴台升學是由於學費便宜及有其心儀學科。他表示，

畢業後會留台工作，但若同時獲兩地院校錄取，將選擇留港讀書。 

另一位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則表示，自己對商科感興趣，除了本地大學外，亦

有報讀內地大學，她認為內地有很多新興企業，相信往後的發展潛力較大，亦能

提供較多工作機會。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香港商報 

調查：推廣見成效 兩成學生考慮赴內地升學 

 

 吳寶城（右二）指出，本港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的比例上升至兩成。 

 

【香港商報網訊】記者何加祺報道：不少文憑試畢業生也會選擇到內地或台灣繼

續升學，學友社昨日公布一項調查結果，發現兩成受訪學生表示，今年會考慮到

內地升學，較去年上升 1%；而考慮到台灣升學的比例則下降至 22%，反映學生

對兩地的升學意欲進一步收窄。亦有三成人認為學習環境好而考慮內地升學，而

且與過去數年學界亦舉辦不少內地交流團，加強兩地姐妹學校的關係有關。至於

學生對到台灣升學的興趣持續減少，他們估計是與發展機會不明朗，以及學費差

距收窄有關。 

 

考慮赴台升學人數減 

 

學友社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期間，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了 1970 位應屆文憑

試考生，發現考慮到內地升學的比例較去年上升 1%至兩成、而考慮到台灣升學

的比例則由 25%下降至 22%，學生對兩地的升學意欲進一步收窄。在考慮內地

升學方面，有三成人因學習環境好而考慮，與過去數年教育局、學界及不同團體

舉辦不少內地交流團，以及加強兩地姐妹學校的關係有關。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同學了解的形式由以往的單向參觀，變成多元

化的交流活動，可藉此更加了解內地的學習環境，亦提升了對內地教育水平的信

心。他又說，近年內地相關機構及院校的推廣更加注重在釋除公眾在升學及就業

認受性上的疑慮，加上愈來愈多內地高校香港畢業生的親身經驗分享，故學生在

不考慮內地升學的原因中「擔心學歷上及就業上的認受性」較去年分別減少 7%

及 11%。 

 

前景減台升學吸引力 

 

他指出，學生對台灣升學方面的興趣持續減少，或與發展機會不明朗及學費差距

升學的發展機會較不明朗，故出現此消彼長，到台灣升學的吸引力相對地下降。

他續說，過往不少赴台升學的主要賣點是「學費較便宜而選擇多」，但隨政府推

出不同的本地專上課程資助計劃，令本地升學的花費用比以往減少，故因學費便

宜而選擇到台灣升學的學生比去年大幅下降 22%。 

 

吳寶城表示，學生過往決定升學地點較多考慮如課程認受性及內容等微觀因素，

因素考慮升學地點，應多方面獲取資訊。 

 

考生：內地升學助工作發展 

 

有應屆文憑試考生張同學表示，有報考本地大學聯招及考慮到內地升學，未來亦

打算到內地企業工作，因內地發展機會更大。她又指，若到內地升學，可先熟悉

內地企業的操作，對將來工作也有幫助，但主要會以科目決定留港或到內地升

學。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媒體：環球網 

調查：3 成香港學生因“學習環境好”考慮到內地升學 

中新網 3 月 4 日電 據香港《大公報》報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

臺，青年交流將愈趨頻密，帶動香港學生到內地升學意欲。近期，香港學友社訪

問近 2000 名應屆中學文憑試(注：相當於內地的高考)考生，20%受訪學生表示

會考慮到內地升學，連續 2 年錄得升幅。其中 30%學生因“學習環境好”考慮

到內地升學。 

 

學友社稱，越來越多學生認為內地的學習環境好，更憧憬內地發展潛力。有應屆

文憑試考生希望到內地升學，及早熟悉環境及企業發展。 

 

學友社在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間，以問卷調查的形式訪問了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調查發現，受訪者表示“考慮內地升學”的比例由 2018 年

的 19%上升至 20%。 

 

 

調查指出，學生選擇到內地升學的主因是“收生要求較低”(61%)，其次是“學

費較便宜”(32%)。值得留意的是，2019 年有 30%的受訪者因“學習環境好”

而考慮到內地升學，較 2018 年的 21%上升 9 個百分點。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過去數年香港教育局、學界及不同團體舉辦了

不少內地交流團，以及加強兩地“姊妹學校”的聯繫，形式由以往的單向參觀，

變成多元化的交流活動，學生更加瞭解內地的學習環境。 

 

他續稱，有部分學生憧憬內地發展潛力，加上不少中學有舉辦內地交流團，也有

很多港生分享在內地完成學業後的美好工作前景，學生可從中瞭解內地生活文

化。 

 

有意到內地升學的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心儀商科，在香港的大學聯合招生中，

選擇了香港中文大學的經濟學系，另外還報讀了北京大學。 

 

她表示，一直覺得內地的發展潛力很大，日後有很大機會到內地發展事業，加上

普通話底子不錯，相信不會造成溝通問題，她希望通過在內地升學，及早熟悉內



地環境及企業發展，目標是成為騰訊或華為的一分子。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學友社將于 5 月設立“大中華發展

中心”，加強大中華區升學資訊服務、實習及工作資訊平臺，冀拓展青年視野及

促進大灣區內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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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赴內地升學意欲增 赴台灣暴跌 

 

學友社公布文憑試考生對內地及台灣升學意向調查。 

【本報港聞部報道】學友社昨日公布文憑試考生到內地及台灣升學意向調查結果，

發現兩成受訪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較去年上升 1 個百分點；22%受訪學生考

慮到台灣升學，較去年下跌 3 個百分點，反映考生到台灣升學的意欲下降。 

 

對內地教育信心提升 

學友社在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

兩成受訪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較去年上升 1 個百分點，原因主要是內地學習環

境好、收生要求及學費水平較低。至於擔心學歷及就業認受性而不考慮到內地升

學的受訪者，較去年分別減少 7%及 11%，至大約三成。 

 

至於考慮到台灣升學方面，考慮到台灣升學的比率較去年下降3個百分點至22%，

有 35%受訪學生稱因台灣的學費較便宜，較去年跌 22 個百分點。學友社學生輔

導顧問吳寶城稱，近年政府推出多個資助計劃，如擴大「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

助計劃（SSSDP）」規模及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等，令本地升學花費減少，亦令

有意到台灣升學的學生減少。 

 

擔心台灣畢業後發展 

他認為，過去數年教育局及學界不同團體舉辦不少內地交流團，加上內地院校着

重推廣，令學生了解內地學習環境，提升對內地教育水平的信心，並指出在台灣

畢業後的發展前景不明朗，與本地學費差距亦收窄，減少學生到當地升學的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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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發展 20％文憑試生 擬內地升學 

 

學友社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20%人指會考慮到內地升學，較去年調查

微升 1 個百分點；22%人指考慮到台灣升學，下跌 3 個百分點，料與學生認為

內地的學習環境較想像中好有關。 

 

學友社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訪問近二千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學友社學生輔導顧

問吳寶城指，「考慮內地升學」比例較去年上升 1 個百分點至 20%。在眾考慮因

素中，30%受訪者因學習環境好而考慮到內地升學（去年只有 21%），相信與過

去數年，教育局、學界等舉辦不少內地交流團，及加強兩地姊妹學校有關。 

「考慮台灣升學」比例則下降 3 個百分點至 22%，料與發展機會不明朗及學費

差距收窄有關，吳寶城估計隨着政府推出不同的本地專上課程資助計劃，令本地

升學費用比以往減少，故因學費便宜這因素而選擇到台灣升學的學生，由去年

57%降至 35%。 

 

赴台升學減料因不明朗 

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梓瑩有報讀內地的大學，指現在內地發展有很大潛力，故若在

內地讀書，對內地的企業會更了解。吳寶城提醒同學欲赴兩地升學，需留意大學

成績、學位認受性等；學友社將於 5 月成立「大中華升學及發展中心」，協助學

生把握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