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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核心科明日起開考 調查指考生壓力較去年微升 

 
中學文憑試核心科目明日起陸續開考。有調查發現，考生壓力指數較去年微升，

有約一成表示壓力「爆錶」。 

 

學友社一月用問卷訪問近二千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以 10 分為最高壓力，受訪考

生平均給 6.76 分，較去年輕微上升，更有約百分之 11 受訪者給滿分 10 分。 

 

四個核心科目，考生最感壓力的是英文科。學生的壓力來源主要來自擔心往後出

路、時間不足及自我期望。學友社指，部分學校過度補課可能造成反效果。 

 

學友社總幹事吳寶城說：「同學成績不好，就補多一些課；同學如果表現不理想，

就考多一點試、做多一些測驗。可能他們根本不是有這個需要，那個時候效能很

低的。」 

 

調查又發現，四成半考生指家長給予考試壓力。學友社指，家長應該轉化為支援

子女的力量。 

 

學友社建議考生要找出適合自己的紓壓方式，包括跟家人傾談或聽音樂，及制定

休息時間表，保持良好的心態面對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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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一成文憑試考生感到壓力「爆煲」 

 
學友社提醒考生應盡量放鬆自己 

學友社訪問近 2000 名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發現考生的壓力，以 10 分為最多，

平均有 6.76 分，與去年相若，亦是文憑試推行以來的低位。不過，超過一成考

生指壓力大得不能承受；近九成考生指難以放鬆，壓力主要源於擔心日後出路、

準備時間不足及自我期望。有四成考生說，家長有給予壓力，當中三成人認為是

負面壓力。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相信，考生愈來愈熟悉課程內容和考試模式，因此對

考試恐懼減少，但大部分考生準備文憑試時仍感到緊張，提醒考生保持良好作息

和心理狀態，可利用音樂和運動等放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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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主要科目明開考 一成受訪考生壓力爆表 

 

學友社在 1 月以問卷成功訪問近 2000 名應屆考生。 

中學文憑試各主要科目明天開考，周一是中文科閱讀與寫作卷。學友社在 1 月以

問卷成功訪問近 2000 名應屆考生，發現今屆考生自評壓力指數為 6.76，與去年

相若，亦是 6 年來的第二低。然而有近一成人自評壓力達最高的 10 分，即不能

承受的水平。 

 

英文科仍是壓力最高的核心科目，平均達 6.76，其次是數學科及中文科。調查

發現，學生壓力來源主要是憂慮出路、時間不足及自我期望。近半受訪考生指家

長有給予考試壓力，近三成人更認為是家長壓力屬負面，有近六成人期望家長給

予空間。 

 

學友社提醒考生放鬆心情，指良好心理狀態，是公開試表現優異的關鍵；同時家

長應擔當子女的支援者及引導者，協助子女紓緩公開試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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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考生對文憑試恐懼慢慢減少 

 
學友社調查指仍有超過一成受訪文憑試考生表示壓力大到不能接受 

今屆中學文憑試已經開考，有機構訪問近二千名應屆考生，發現考生評價文憑試

壓力的分數屬於中學文憑試推行以來低位，與去年相若，不過仍然有超過一成學

生表示壓力大到不能接受。 

 

學友社調查指出，有超過五成考生認為壓力主要來源於擔心出路、時間不足以及

自我期望。另外，近六成考生最期望家長能在考試期間給予空間。 

學友社認為，文憑試推行多年，同學越來越熟悉考試模式、難度以及題型要求，

在考生人數減少下，相對更容易入讀心儀大學和學科，因此對考試整體恐懼慢慢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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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2019】逾一成考生壓力爆煲  

英文續成壓力最大必修科 

 

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已經開始，明日亦正式考核必修科；學友社在今

年 1 月，就考生壓力進行一項問卷調查，以 10 分為最高分，調查發現考生壓力

平均分為 6.76 分，壓力與去年相若，惟有逾一成考生表示壓力為 10 分，即壓

力大得不能承受，而英文科繼續成為必修科中令考生壓力最大的一科。 

學友社在今年一月，就考生壓力和困難，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近 2000 名文憑試

考生。調查發現考生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壓力與去年相若，惟有逾一成考生

表示壓力為 10 分，即壓力大得不能承受。 

調查亦發現，約 87.5%考生在準備文憑試時，難以放鬆自己，比去年上升 33.5%。

壓力來源包括擔心往後出路、時間不足及自我期望等，分別有 59.5%、57.4%及

51.6%，當中時間不足升幅最多，與去年相較有逾一成升幅。學友社學生輔導顧

問吳寶城表示，結果可能反映教育制度問題，部分學校安排大量補課和模擬考試，

希望助學生提升成績，但忽略了學生或會感到疲憊，令補課效能下降，同時學生

也不能按自己的時間表溫習。他指，考生心理調整十分重要，籲學校多給予考生

空間，並建議學生以聽歌、散步等方法作適當休息。吳寶城又指，學生在學習以

外，還參加不同活動和比賽，建議中四、中五的同學可按個人目標選擇活動參加，

勿安排過多課外活動。 

家長給予中六文憑試考生的壓力 

  2017 2018 2019 
與去年比較 

(百分點) 

正面 24.4% 20.8% 17.8% -3.0 



負面 29.9% 28.7% 29.1% +0.4 

中性 45.7% 50.5% 53.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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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2019】學友社調查：英文科最大壓力 

近九成考生難放鬆 

 
中學文憑試（DSE）中文科筆試明天開考。學友社問卷調查發現，DSE 考生壓力

平均分為 6.76 分，分數與去年相若，近九成考生稱很難放鬆自己；4 科核心科

目給予考生壓力平均分數均有下跌，英文科連續 6 年給予考生最大壓力。 

 

學友社今年 1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結果顯示，受訪考

生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最高分是 10 分），比去年的 6.75（歷屆最低）上升

0.01 分。 

 

於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上，給予考生壓力的平均分數分別是 5.97 分、

6.76 分、6.14 分及 5.70 分，全部均較去年下跌，英文科連續 6 年給予考生最大

壓力。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考生整體壓力平均分與去年相若，但 4 科核心

科壓力平均分均有下跌，反映考生的壓力由核心科轉到選修科。他解釋，此與不

少院校改為彈性收生、收生要求學生的 2 個選修科成績達 3 或以上有關，令學

生有感「不容有失」現壓力。 

 

中文科筆試明天開考，吳寶城提醒，考生應安排好作息時間、調整心態，以及準

備好應付突如其來壓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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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10%DSE 考生壓力爆標 連續 6 年最多人驚考英文科 

 
學友社調查發現，今年考生的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10 分為滿分，即最大壓力），分數與去年相若。 

文憑試核心科目明日開考，學友社調查發現，今年考生的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

（10 分為滿分，即最大壓力），分數與去年相若。英文科連續 6 年成為考生感到

最大壓力的核心科目，但整體核心科目給予考生壓力的分數均較去年微跌。此外，

有 11%考生認為文憑試為自己帶來極大壓力。有學生輔導顧問提醒考生，明日

進入試場後或會突然感到巨大壓力，應事先想出紓緩方法。 

 

學友社今年 1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今年受訪考生

的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與去年的 6.75 分相若，同為歷屆低位。而在中、英、

數及通識 4 個核心科目上，受訪考生的壓力平均分數分別為 5.97 分、6.76 分、

6.14 分及 5.70 分，分數均較去年調查微跌，而英文科則連續 6 年成為考生感到

最大壓力的科目。 

調查亦發現，約 87.5%考生備試期間感到難以放鬆自己，比率較去年上升 33.5%；

首三位壓力來源分別為擔心往後出路（60%）、時間不足（57.4%）及自我期望

（51.6%）。有逾 10%考生更表示其感到的壓力為 10 分，即壓力大得不能承受。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雖然文憑試已舉行多年，整體考生對應試的恐

懼減少，但仍有約 10%考生自評壓力滿分，情況值得關注。他又稱，今年不少

院校改為彈性收生，部份科目收生要求考生 2 個選修科的成績達 3 或以上，或

令考生的壓力來源由核心科目轉移至選修科目。 

他提醒考生明日進入試場後，可能會感到突如其來的壓力，建議他們應事先準備

簡單的紓緩方法，例如做一些手部減壓操或調適呼吸等；考生亦應安排好作息時

間及調整心態，以應付緊接下來的各科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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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核心科壓力評分跌 學友社：轉到選修科 

 

 

【明報專訊】中學文憑試（DSE）中文科筆試今天開考。學友社問卷調查發現，

考生自評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10 為滿分），與去年相若，但考生自評 4 科核

心科壓力平均分數均有下跌，英文科連續 6 年被考生評為最大壓力的一科。學友

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說，反映考生壓力由核心科轉到選修科，估計與不少院校

修改計分方法有關。 

 

英文科連續 6 年被評最大壓力 

學友社今年 1 月問卷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結果顯示，考生自評壓力平

均分 6.76 分（最高 10 分），比去年的 6.75（歷屆最低）上升 0.01 分。中、英、

數和通識 4 個核心科目，考生自評壓力平均分數分別是 5.97 分、6.76 分、6.14

分及 5.7 分，均較去年低，當中通識科跌幅最顯著，英文科則連續 6 年被評最大

壓力。 



院校改彈性收生 選修科分量增 

吳寶城認為，數據反映考生壓力由核心科轉到選修科。他解釋，不少院校改為彈

性收生，若以最佳 5 科成績計算、收生要求學生兩個選修科成績達 3 或以上等，

令只修讀兩個選修科的學生感到「不容有失」。他又說，不少選修科如地理科，

考試模式亦有變動，增加考生壓力。 

 

11%考生表示壓力大得不能承受，87.5%考生稱很難放鬆自己，比去年上升 33.5

個百分點。吳寶城認為，此與學生欠缺良好休息、自我期望較高等有關，提醒同

學良好的心理狀態亦是取得好成績的關鍵之一。 

 

調查首次問及考生對聯招院校入學計分方法的理解，平均分為 6.09 分。吳寶城

說，分數屬中間偏高，反映考生有一定理解，但對較細節的計分，如會否設有面

試等則未必了解。他又認為，若院校收生計分有改，應及早公布，讓考生早準備。 

  



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媒體：星島日報 

DSE 調查 88%考生有壓力難放鬆 

 

吳寶城呼籲考生適度放鬆心情，如在考場突如其來的壓力，可以調整呼吸、簡單運動紓壓。 

文憑試今日舉行中文科閱讀及寫作卷考試，意味一連八天的核心科目筆試開考，

考生壓力備受關注。學友社調查發現，應屆受訪考生自評壓力指數為六點七六分，

高達八成八人指自己難以放鬆，較去年飆升逾三成，一成人更自評壓力達不能承

受的第十級。學友社質疑學校及教師補課操練，漠視考生承受壓力，影響學習效

能；提醒考生在應試階段有均衡作息，放鬆心情應考。 

 

  學友社在一月以問卷成功訪問近二千名應屆考生，發現今年考生自評壓力指

數為六點七六分，較去年微升；有逾兩百人自評壓力達十分，情況令人關注。核

心科目之中，英文科對考生壓力仍是最高，其次是數學及中文科。在備試期間，

八成八人稱自己難以放鬆，比例較去年的五成四，大幅增近三成半；逾六成人則

難忍學習受到阻礙、情緒易波動。學生壓力來源主要是憂慮出路、時間不足及自

我期望等。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近年考生壓力來源已從必修科轉移至選修科，

但備試壓力卻往往被忽視，「某些學校與教師覺得學生成績不理想，就要多補課，

但對學生而言，上了一整天課，還要補課補習是影響學習效能」。 

 

  他指，有考生總覺得不夠時間準備，會猛喝提神飲品，不眠不休的溫習，難

以維持良好的心理狀態，呼籲考生有平衡的作息時間表，適度放鬆心情；如在考

場突如其來的壓力，可以調整呼吸、作簡單減壓運動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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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一成 DSE 考生壓力爆煲 

 
文憑試英文科連續六年成為考生感到最大壓力的核心科目。 

【本報訊】文憑試核心科目今日開考。學友社調查發現，今年考生自評的壓力分

平均為 6.76 分，分數與去年相若。有 11%考生則稱其壓力分達 10 分，即文憑

試為自己帶來極大壓力。英文科則連續六年成為考生感到最大壓力的核心科目。

學友社提醒考生應安排好作息時間及調整心態，以應付未來數天的各科筆試。 

英文再成壓力最大科 

學友社今年 1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 1,97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今年受訪考生

的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10 分為滿分，分數越高代表感到的壓力極大），與去

年的 6.75 分相若，屬歷屆低位。 

 

調查亦指約 87.5%的考生備試期間感到難以放鬆，比率較去年上升 33.5%。首

三位壓力來源分別為擔心往後出路（60%）、時間不足（57.4%）及自我期望

（51.6%）。有近 11%考生更表示其感到的壓力為 10 分，即壓力大得不能承受。 

 

中、英、數及通識四個核心科目中，受訪考生的壓力平均分數分別為 5.97 分、

6.76 分、6.14 分及 5.70 分，分數均較去年調查微跌，英文科連續六年成為考生

感到最大壓力的科目。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分析指，今年不少院校要求考生兩個選修科成績達 3

級或以上，或會令考生的壓力來源由核心科目轉至選修科目。吳又稱，考生進入

試場後或會感到突如其來的壓力，建議他們屆時可調整呼吸紓緩。考生亦應安排

作息時間，以應付未來數天的各科筆試。 



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媒體：東方日報 

DSE 今考 死亡之卷 88%考生稱難放鬆 

中學文憑試主科筆試今日開考，由有「死亡之卷」之稱的中文科閱讀卷打頭陣。

一項調查顯示，今年考生壓力水平繼續維持在低位，四主科的壓力更因大學採彈

性收生而創新低；不過仍有逾一成學生壓力爆煲。學友社建議考生於考試期間要

規劃休息時間及放鬆心情，又可預備減壓方法以防考試時突感壓力。 

 

學友社提醒家長，應擔當子女同行者的角色，抱平常心陪伴他們輕鬆面對公開試。 

學友社今年一月以問卷形式訪問了近二千名應屆考生，結果顯示以十分為最高，

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平均分為六點七六分，較去年微升○點○一分，屬文憑試

推行以來的低位；不過仍有一成一考生指壓力達十分的最高水平，即大得不能承

受。調查又發現，八成八考生稱難放鬆自己，較去年升三十四個百分點；考生主

要壓力來源為對往後出路的憂慮、溫習時間不足以及自我期望。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近兩年考生壓力維持在低位，主要因考生人數

持續減少，考入大學心儀學科競爭減低，而且學生亦漸漸熟悉課程及考試模式。

他提到，修讀四個核心科目的壓力指數均創歷年新低，反映考生壓力由主科轉移

至選修科，相信與多間大學推行彈性收生有關，變相要專注於選修科「不容有

失」。 

促院校及早公布收生改動 

吳又指，近九成考生難以放鬆的情況值得關注，指不少考生因要溫習，放棄娛樂

或睡覺時間，長期精神繃緊；而學校又因冀學生考得好成績，增加補課時間及模

擬考試，令學生更為緊張。今年調查中首次詢問考生對聯招院校入學計分方法的

理解程度，平均得到六點○九分。吳相信，反映考生對計分方法有一定理解，但



未必清楚複雜細節。他促院校日後應及早公布收生方法的改動，讓學生早作準

備。 

吳提醒考生，未來八日要接連應考四個核心科目，心理調適非常關鍵，建議他們

劃定休息時間，例如散步或聽歌等放鬆心情；又指考生進入試場後可能會有突如

其來的壓力，建議他們事先想定紓緩方法，例如一些手部減壓操或調適呼吸等等。

資深督導陳倩雯就提醒家長，應擔當子女同行者的角色，抱平常心陪伴他們輕鬆

面對公開試。 

 

  



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媒體：文匯報 

文憑試生自評壓力趨兩極化 

 
學友社公佈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逾一成考生表示壓力爆燈。 

平均分有調查以來第二低 惟 11%人感壓力「爆燈」難承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文科今日開考，意味着各核心

科目的筆試陸續展開。學友社昨日公佈考生壓力調查，10 分滿分計，考生自評

壓力水平平均分為 6.76 分，屬文憑試推行以來第二低位，惟當中有一成考生自

評壓力滿分，以英文科所帶來的壓力最大。有學生輔導專家指出，考生們對文憑

試的課程內容、考試模式等已愈見熟悉，恐懼慢慢減少，但調查仍顯示近九成考

生感到難以放鬆自己，故籲學生調整心態，家長亦宜注意，避免加添負面壓力。 

 

學友社在本年 1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近 2,0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他們面對

的困難及壓力。結果顯示，同學認為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

較去年微升 0.01 分，惟亦有 11%學生自評為滿分 10 分，即壓力大得不能承受。 

 

近九成考生「感很難放鬆」 

此外，學生在過去半年準備文憑試時，接近九成學生表示「很難放鬆自己」，較

去年大升 34 個百分點，另外亦有六成人分別表示「很難忍受任何阻礙我學習的

事」和「我的情緒容易波動」，反映學生在準備文憑試時感到緊張，難以休息。 

 

至於壓力來源，學生的選擇依次為「往後出路」、「時間不足」和「自我期望」，

另外亦有超過三成人提及「父母期望」。 

 

問卷亦有問到家長有否給予考試壓力，超過四成學生坦言感受到家長壓力，當中



近三成學生認為該壓力是負面的。 

受訪學生最期望家長可以「在考試期間給予空間」、「不與他人作比較」、「給予鼓

勵」及「提供良好溫習環境」。 

 

文憑試推行多年 學生漸熟手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文憑試推行多年，同學愈來愈熟悉課程內容、

考試模式、難度和題型要求，加上有更好的準備，所以對考試的整體恐懼慢慢減

少。 

 

不過，他亦提醒同學，良好的心理狀態是公開試表現優異的關鍵之一，建議同學

可利用音樂、運動等方法放鬆自己，亦宜做好時間管理。 

 

學友社資深督導陳倩雯續指，父母的期望是考生的重要壓力來源之一，但家長亦

是考生的重要同行夥伴，故此家長可以充當支援者及引導者，努力提供良好的應

試環境，並與子女一同認識自我及了解出路資訊，協助子女作出長遠生涯規劃。

此外，適當的溝通技巧亦有助學生紓緩壓力。 

 

黎太的兒子正經歷文憑試，她指平日不會表現得緊張，因為她怕會為兒子帶來不

必要的壓力，但她一直留意不同大專院校的升學出路，好讓兒子有更多參考資訊，

「最重要是讓他知道，無論怎樣，阿媽都會陪着他。」她看重兒子的心理健康多

於學業成績。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亦在 facebook 為一眾文憑試考生打氣，他相信考生已努力

準備，若想發揮應有水平，盡量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更要好好休息，並帶齊考

試用品、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出門前留意天氣及交通消息。 

 

  



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媒體：頭條日報 

希望家長給予空間 九成 DSE 考生難放鬆 

 

文憑試主要科目今日開考，有調查指近九成考生感到難以放鬆自己。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今日正式開考主要科目，有機構昨日發表調查結果，

發現今屆考生自評的壓力指數和去年相若，近九成考生難以自我放鬆，六成考生

希望家長給予空間。 

 

  學友社在今年一月成功以問卷形式，訪問了近二千名考生。結果顯示，受訪

考生壓力以十分為滿分，平均分為六點六七分，和去年的歷屆最低分六點七五分

相若，微微上升零點零一分。調查同時發現，有逾八成七的考生表示在過去半年

的備試期中，感到難以放鬆自己，比去年上升三成三。英文科繼續成為壓力最大

來源的科目，十分滿分有六點七六分，但四個核心科目的評分均較去年下跌。 

 

  同時有近六成半考生形容自己情緒易波動，壓力來源包括擔心出路、時間不

足和自我期望，各佔過半。在家長給予的壓力中，逾四成考生表示家長有給予壓

力，當中約三成表示是負面的，只有約一成半是正面，六成考生希望家長給予他

們空間。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考生整體壓力平均分與去年相若，但核心

科壓力平均分均有下跌，反映考生的壓力由核心科轉到選修科，認為和不少院校

改變收生要求有關。同時提醒考生保持良好作息和心理狀態，可利用音樂和運動

等放鬆自己。 

  



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媒體：am730 

逾一成 DSE 考生壓力爆燈 

 

中學文憑考試(DSE)已開考，學友社於今年 1 月訪問近 2 千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調查發現，考生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10 分為最高)，與去年分數(6.75 分)相若，

當中逾一成表示壓力大得不能承受。 

 

學生自評壓力表現時，有近九成學生感到很難放鬆自己，比去年升 34 個百分點，

反映絕大部分學生在準備文憑試時感到緊張，難以休息。壓力來源主要來自往後

出路(59.5%)，時間不足(57.4%)及自我期望(51.6%)，當中時間不足及自我期望

比去年分別上升 10.1 個及 5.6 個百分點。 

 

在中、英、數及通識 4 個核心科目上，受訪考生的壓力平均分數，分別為 5.97

分、6.76 分、6.14 分及 5.70 分，分數均較去年調查微跌 0.12 至 0.28 分，當中

通識科跌最多。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雖然考生人數減少，但同學對自己的期望不

跌反升而造成更多壓力，同學正正會有『因為入大學率上升，更加無理由入唔到

大學。』想法。」又提醒學生要明白良好的心理狀態是公開試表現優異的關鍵之

一，故要學習利用音樂、運動等方法放鬆自己。 

 

為協助考生應對公開試，學友社每年提供一系列文憑試考生支援服務，包括學生

專線 25033399、出版升學指南、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升學就業資料中心及面

談服務等。 

 

  



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媒體：晴報 

逾 1 成 DSE 生 壓力爆錶多憂前途 

中學文憑試（DSE）核心科目筆試今開考，由中文科揭開戰幔，調查發現應屆考

生壓力平均分為 6.76 分，比去年創下的歷屆低位微升 0.01 分，但仍有 11%給

予滿分 10 分，反映壓力爆燈；而壓力主要來源是憂慮出路、溫習時間不足等。

同時，考生期望家長能給予空間及給予鼓勵等。有應屆考生指每日由朝 9 晚 9

地溫習，但有考生在應考前收到家人 WhatsApp 打氣短訊，頓感安心。 

學友社今年 1 月以問卷成功訪問近 2,0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近 9 成考生在過

去半年感到很難放鬆自己，比去年升約 34 個百分點，反映大部分考生感緊張及

難以休息，考生壓力主要來源是往後出路、時間不足及自我期望等。 

選修科目考生有壓力 

今屆考生壓力指數為 6.76 分，是自 2012 年首設文憑試以來第 2 低，學友社學

生輔導顧問吳寶城相信，隨着考生人數降，相對易入大學，加上文憑試推行多年，

考生漸熟悉考試模式和題型等，故對考試的恐懼減少，但仍有 11%考生自評壓

力滿分的情況值得關注。 

吳又稱，考生自評各個核心科目（中、英、數及通識）的壓力分數均比去年低，

但整體壓力指數仍與去年相若，反映考生壓力由核心科目轉移到選修科目，估計

多間大學採彈性收生有助紓緩核心科目的考試壓力，但愈來愈多大學要求 2 個選

修科成績達 3 級，令考生感選修科「不容有失」。 

此外，44.7%考生表示家長有向他們給予考試壓力，當中近 3 成指壓力屬負面，

逾 5 成考生期望家長在考試期間給予空間，其他期望包括不與他人作比較及給予

鼓勵等。 

家人短訊打氣感窩心 

中六生司徒同學有選修物理及化學，其中化學科筆試前日已開考，她期望最佳 5

科可獲 25 分。 

司徒同學指，最近數月有規律地溫習，每早 9 時開始溫習，吃過午飯後小休約 1、

2 小時，再全力溫習至晚上 9 時才吃晚飯，「壓力就一定有，盡自己全力」，又說



家人平時有為她煮飯煲湯等，亦沒向她施壓，「屋企人叫我唔好太緊張，出去食

下飯休息下，唔好成日對住本書！」 

另一位曾同學直言，感到有「小小壓力」，但「未到超緊張」，溫習疲累時「會睇

下 IG、碌下 YouTube」，其家人亦會在言語上支持她，溫習期間會向她說「努力

加油」，早前應考中文科口試前，家人亦傳送 WhatsApp 短訊打氣，內容包括︰

「努力加油呀，睇清楚題目，小心啲，盡了力就得。」收到短訊感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