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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考生壓力歷來最高 延遲開考令壓力累積 

 

學友社調查發現今屆考生壓力是歷來最高(學友社提供) 

 

受疫情而延期的中學文憑試，計劃於本月 24 日開考，調查發現考生壓力是歷來

最高。學友社在 1 月，以問卷訪問 1300 名應屆考生，之後因應疫情，再在 2 月

底至 3 月初，以問卷訪問約 750 位考生。以 10 分為最高壓力，考生一月時平均

分是 7.48 分，比去年上升 0.72 分；到 3 月初更升至 8.1 分，是歷年最高，普遍

認為時間不足、學習進度受影響、難以集中精神。 

 

學友社認為，疫情對考生的影響，比社會事件更大，不少考生無法應考校內模

擬試，不能回校補課，教育局上次在開考前 6 日才決定延期是太遲，呼籲如再

有新安排，在下星期就要公布，但強調無止境延遲開考只會導致考生壓力不斷

累積，呼籲及早公布一旦無法舉行文憑試的後備計劃，讓考生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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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DSE 延考倍增心理壓力 90%受訪考生嘆難集中精神 

 

武漢肺炎令今屆中學文憑考試須延至本月底開考，延長了考生應試前的心理壓

力。學友社早前進行兩輪調查發現，今屆考生先後受反修例風波及武漢肺炎疫

情影響，壓力指數創歷屆新高，逾 90%考生認為疫情令他們難以集中精神及學

習進度減低。調查亦發現，反修例風波令不少考生有意到海外升學。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於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期間，以問卷調查訪問逾 1,300 名

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考生在經歷反修例風波過後所面對的困難和壓力。結果

發現，考生於去年 1 月的壓力平均分為 7.48 分，創歷屆新高。 

 

學友社其後又於 2 月底至 3 月初，再以問卷形式訪問了約 750 名學生，了解疫

情對考生的影響，由於當時教育局尚未宣佈文憑試延期，考生的壓力平均分進

一步升至 8.1 分，是調查於 2012 年開展以來，首次衝破 8 分大關。 

 

在 3 月的調查中，有逾 90%考生認為疫情令他們難以集中精神及學習進度減

低；逾 80%考生亦表示疫情令他們的學習進度受影響和身心疲累。 

 

而首三項考生感到的文憑試壓力分別為「時間不足」（77%）、「自我期望」

（64.7%）及「往後出路」（43.8%）。雖然選擇「往後出路」的考生，較去年調

查大跌逾 15 個百分點，但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顧問吳寶城解釋，今年考生面對

眾多不明朗因素，他們較往年的考生更為擔心短期、即時的難題，並非代表考

生不重視往後出路。 

 

吳續表示，考生自去年反修例風波爆發後，一直累積了不少壓力，情緒及學習

進度均受到影響；疫情亦令考生在溫習、補課及考模擬試等安排均受阻，故調

查反映了應屆文憑試考生的壓力較以往高。他亦認為，教育局過遲公佈考試延

期，或干擾了考生的應試策略及情緒，他期望局方若再次因應疫情須更改考試



安排，應及早公佈。他亦提醒同學應考當日，記緊帶備已填妥的體溫申報表，

並應提早到達考場。 

52%考生因反送中擬海外升學 

 

吳又指，留意到有近 52%考生表示受反送中風暴影響，有意到海外升學，相信

有不少考生或對香港政治、社會環境不滿，期望在外國生活、工作。他稱，即

使武漢肺炎在歐美多國肆虐，但相信不會因而有關學生有意到海外升學的意

願。 

 

而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資深督導陳倩雯則相信，疫情無可避免地令學校、老師

對學生的支援減少，故家長的角色更為重要。她提醒家長須具備同理心，包括

減少向子女嘮叨、給予考生多點空間，及不要將子女與他人比較。 

 

至於今年考生評價核心科目的壓力亦較去年上升。以 3 月的調查分數計算，中

文及英文科的壓力分為 6.91 分及 7.37 分；而數學及通識科的壓力分則為 7.01

分及 6.76 分，較去年上升 0.61 至 1.06 個百分點不等。今年調查新增考生評價

選修科的壓力分，結果為 7.52 分，較 4 個核心科目為高。 

 

學友社已上載了近年的模擬文憑試試卷、聆聽資料及評分參考，供同學參考、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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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調查：文憑試考生因疫情承受巨大壓力 

 
學友社調查發現，文憑試考生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而承受巨大壓力，考

生在 3 月比 1 月的壓力有所提升。 

 

學友社在 1 月以問卷訪問約 13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其後在 2 月底至 3 月初，

再訪問約 750 名考生。在 1 月時的調查發現，考生的壓力以 10 分為最高，平均

分為 7.48 分，到 3 月初的調查發現，考生壓力平均分升至有調查以來最高的

8.1 分。 

 

學友社提到，約 6 至 7 成學生表示，因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社會事件減低他

們的學習動力，影響學習進度、令他們難以集中精神、身心疲累以及情緒波

動，另外，有約 8 成 9 成考生認為，疫情帶來同樣的負面影響。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疫情的負面影響較社會事件更加全面，指考

生在社會運動期間，已累積不同程度的壓力，再加上疫情令不少學生無法應考

校內模擬試、無法回校補課，以及需要一個人居家準備考試，感覺更加徬徨無

助，加上疫情的不確定性，令考生的擔心更嚴重。 

 

學友社呼籲考生應適量及適度調整溫習時間表，以專心準備考試，若遇到難於

集中的情況，應稍作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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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開考 學友社調查發現文憑試考生壓力歷來最高 

 
吳寶城（右）認為疫情肆虐的負面影響較社會事件更加全面。 

今屆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先後經歷反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學友社分別於 1

月及 3 月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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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分，顯示學生因受

疫情影響而承受巨大壓力。 

 

學友社在 1 月以問卷訪問約 13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其後在 2 月底至 3 月初，

再訪問約 750 名考生。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學生認為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在 1 月時平均分已有

7.48 分，以 10 分為最高，比去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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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約六至七成學生同意因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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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亦指出，有更多考生（約八至九成）認為，

新型肺炎肆虐對應試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疫情肆虐的負面影響較社會事件更加全面。

他指，學生在社會運動期間，早已累積了不同程度的壓力，再加上疫情令不少

學生無法應考校內模擬試、無法回校補課，以及需要一個人居家準備考試，感

覺更加徬徨無助，加上疫情的不確定性、變化，所以引起的擔心更嚴重。 

 

學友社資深督導陳倩雯建議考生現階段宜沉著應戰，迎難而上，適量及適度地

調整溫習時間表，以專心準備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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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2020】考生壓力創新高 疫情下延考增壓力 兩成人壓力爆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政府早前宣布中學文憑試（DSE）筆試延至 4 月 24 日開

考，並取消中英文口試。學友社今日（5 日）發布「文憑試考生壓力問卷調

查」，發現考生壓力在今年 1 月時平均分為 7.48 分（10 分為最高），在 3 月初壓

力平均分升至調查以來最高的 8.1 分，壓力爆錶人數超過兩成，顯示學生因受

疫情影響而承受巨大壓力。 

 

教育局上月在開考前不足一周才宣布考試延期，學友社認為若再有新安排，最

遲下周應宣布及提供後備方案，讓考生有心理準備，否則無止境延遲考期只會

令考生壓力飆升。 

 

為了解反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對考生影響，學友社分別於今年 1 月及 2 月

底至 3 月初進行問卷調查，訪問 1308 名及 757 名考生。調查結果顯示，文憑試

給予考生的壓力在 1 月平均分達 7.48 分（10 分為滿分），較去年同期上升 0.72

分，當中 205 人更認為壓力爆錶，則約 16%受訪考生壓力達 10 分，學友社認

為，情況反映應屆考生已受自去年中開始的社會運動影響，而受訪學生當中，

約六至七成考生「十分同意」或「同意」因反修例事件減低學習動力，令他們

難以集中精神、身心疲累及情緒波動。 

 

疫情肆虐令考生壓力升至最高 主要擔心時間不足 

 

至疫情肆虐，考生壓力平均分升至調查以來最高的 8.10 分，當中 166 人壓力爆

錶，則約 22%受訪考生壓力達 10 分，更升至約八至九成考生認為出現上述負面

影響，「十分同意」或「同意」難以集中精神高達 91.3%。 

 

至於壓力來源，調查發現考生最擔心是時間不足，由 1 月的 67.4%升至 3 月的

77%，與去年調查相比，擔憂度增加近兩成；對於自我期望的壓力也由去年的



51.6%，至今年 3 月也增加至 64.7%。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出，今年考生壓力指數創調查以來新高，解釋指

考生壓力由社會運動累積至今，疫情下補課取消，4 月底能否如期開考也是未

知之數，故影響考試動力及情緒。雖然考生對「往後出路」壓力較去年調查跌

約 16%，吳寶城估計只是考生連考期也未確定，目前集中在眼前問題，未及關

心放榜後的出路問題。 

 

吳寶城（右）認為疫情令不少學生無法應考校內模擬試、無法回校補課，以及需要一個人居家準備考試，

令考生感覺徬徨無助。 

教育局應盡早公布新安排  免增考生壓力 

 

吳寶城認為，疫情肆虐的負面影響較社會事件更全面，考生在社會運動期間已

累積不同程度的壓力，再加上疫情令不少學生無法應考校內模擬試、無法回校

補課，以及需要一個人居家準備考試，感覺更加徬徨無助，加上疫情的的不確

定性、變化，故引起的擔心更嚴重。 

 

教育局在 3 月 21 日才宣布 DSE 由原定 3 月 27 日延至 4 月 24 日開考。吳寶城

稱太遲公布，部分考生或已投放時間準備口試，認為政府除了在行政角度研究

需否延遲考期，也應顧及考生心理，無止境延遲考期，考生累積的心理壓力或

再飆升，也增加其失落感及突然性，建議教育局若再有新安排，最遲在復活節

前後公布，同時提供後備方案。他認為，一旦考試再延期，若縮短考試日程及

取消部分考試，對考生亦有影響。 

 

對於應否用校內成績取代文憑試，吳寶城認為影響好大，因未必反映考生能

力，部分人或在校內模擬試後才發力，也大大影響考生的情緒及感不公平，同

時或影響能否入大學及選修學科。 

 



考生家長勿對子女碎碎唸 

 

學友社資深督導陳倩雯建議，若溫習時難於集中，宜稍作休息及進行呼吸練

習，將專注從溫習轉移到身體狀態，以緩和緊張狀態。此外，她指出家長是考

生的重要同行伙伴，可充當支援者角色，疫情下除了可協助考生準備應試物

資、預早尋求到達試場的交通安排、有需要時陪同子女進行呼吸練習外，亦多

留意考試最新公布或各升學相關的資訊改動，以減低子女受不確定性影響。 

 

她表示，家長應有同理心，切勿對子女碎碎唸，避免說「唔駛擔心、擔心都無

用」等話語否定其情緒，應打開耳朵了解子女需要。 

  



日期：2020 年 4 月 5 日  

媒體：TVB 

學友社調查指受疫情影響 應屆文憑試考生壓力歷來最高 

 

學友社調查發現，受疫情影響，應屆文憑試考生壓力升至歷來最高。 

 

學友社一月以問卷形式，訪問逾 1300 名應屆考生。之後因應疫情，在 2 月底至

3 月初再訪問約 750 位學生，發現以 10 分為最高壓力，考生 1 月時平均分有

7.48 分，比去年上升 0.72 分；但到 3 月初，壓力平均分升至 8.10 分，為歷年最

高。 

 

學友社認為，疫情下考生無法考校內的模擬試、無法回校補課，以及須獨自居

家準備考試，會感覺更徬徨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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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調查：應屆文憑試考生壓力創八年新高 

 
【Now 新聞台】學友社調查指，應屆文憑試考生的壓力評分創八年新高。 

 

學友社過去兩個月訪問約 75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壓力平均分為 8.1 分，創八

年新高，當中有逾兩成受訪者更給予 10 分滿分。調查顯示，77%考生認為壓力

最大來源是準備時間不足，較去年上升近二十個百分點。 

 

學友社指，社會事件及疫情蔓延令應屆考生累積不同程度壓力，建議家長多照

顧子女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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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調查：疫情增文憑試考生壓力 

 

今屆中學文憑試（DSE）延至本月 24 日開考，學友社調查發現，普遍 DSE 考生

受疫情影響，承受巨大壓力，令他們學習動力減低，以及難集中精神。學友社

認為，考生自去年社會運動起累積壓力，若當局再因疫情延後 DSE，應盡早公

布，讓考生及早調整溫習計劃。 

 

學友社於 2 月尾至 3 月初，以問卷訪問 757 名應屆 DSE 考生，發現他們壓力平

均分升至 8.10 分（滿分為 10 分），是歷年調查最高，當中約兩成認為 DSE 對其

造成的壓力達 10 分。另外，逾九成考生認為，疫情減低其學習動力，以及令其

難以集中精神，亦有近九成認為疫情影響其學習進度。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說，延後 DSE 並非讓考生有更多時間準備，反而令

其壓力一直累積。他認為，若教育局再因疫情而決定押後考試，應盡早公布，

亦要交代萬一最終無法進行考試，當局會如何評估考生成績，以便考生再作打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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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超過 8 成考生指疫情帶來負面影響 

一項調查發現, 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因受疫情影響, 承受的壓力是歷年來最高, 

超過 8 成考生認為, 疫情帶來負面影響. 

 

學友社在一月訪問約 1300 名文憑試考生, 再在 2 月底至 3 月初, 訪問約 750 名

考生. 以 10 分為最高壓力, 一月的調查發現, 考生平均分為 7.48 分. 而三月初

的調查發現, 考生平均分上升至 8.1 分, 是調查以來最高. 

 

學友社認為, 疫情的負面影響較社會事件影響更大, 不少學生無法應考校內模擬

試、 無法補課, 需要一個人居家準備考試, 增加考生壓力, 呼籲教育局盡早公

布文憑試後備計劃, 讓考生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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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考生壓力創 9 年來新高 疫情影響學習動力及專注度 

 

學友社調查指，文憑試考生的壓力平均分為 8.1 分，是自 2012 年來最高。圖為

陳倩雯（左）及吳寶城（右）。（受訪者提供） 

 

受反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夾擊，文憑試考生面對的壓力大增。學友社在今

年初向應屆文憑試考生進行問卷調查，發現他們的壓力平均分為 8.1 分，是自

2012 年有調查以來最高。調查結果亦顯示，疫情對受訪考生的影響，比反修例

的影響更為顯著。 

 

學友社在今年 1 月及 3 月份別訪問了 1308 名及 757 名文憑試考生，1 月的受訪

考生其考試壓力平均分為 7.48 分，已是自 2012 年以來最高，而 3 月的平均分

更飆升至 8.1 分。若以 3 月份的調查作準，對於考試的壓力來源，77%受訪者認

為是時間不足、65%是自我期望及 44%是往後出路。 

 

反修例引起社會事件，71%考生認為令人難以集中精神、69%有情緒波動、各有

67%認為造成身心疲累及影響學習進度，亦有 63%認為減低了學習動力。在疫

情下，上述項目的百分比亦有增加，其中影響學習進度、難以集中精神及減低

了學習動力更分別增至 90%或以上。 

 

學友社資深督導陳倩雯認為，由於 3 月已臨近文憑試開考，故疫情對考生影響

較大，而現時能否在 4 月開考亦屬未知數，故面對未知的情況，考生難免有更

大壓力，故影響他們的學習動力、情緒及專注。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調查可見考生的壓力會因時間而累積，故考

試一再延期，壓力會累積更多，如若政府及考評局決定再度延遲，或是取消考



試轉至根據校內成績或校本評核作評分，應盡早在下周公布相關安排，好讓考

生作準備。 

  



日期：2020 年 4 月 5 日  

媒體：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ronavirus: stress over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has skyrocketed 

amid Hong Kong school closures, study finds 

 
The stress levels of Hong Kong students sitting for the upcoming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are at an all-time high amid 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ic, which has 

forced schools to close, according to a study released on Sunday. 

 

The study, comprising two polls conducted by the student counselling group Hok Yau 

Club in January and March, also indicates the coronavirus’ impact on candidates’ 

study has been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ocial unrest that has plagued the city 

since last June. 

 

The March poll, which interviewed 757 students before the first postponement of 

the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DSE) exam – now set for April 24 – found 

respondents on average rated their stress level over the exam an 8.1 out of 10. 

 

That was up from the 7.48 average for the 1,308 candidates polled in January. 

The stress levels are the highest since the annual study was launched in 2012, when 

the DSE exam was first introduced. Last year, the level was 6.76, almost unmoved 

from 2018’s 6.75. Candidates indicated a stress level of 7.42 in 2013. 

Ng Po-shing, the club’s student guidance consultant, said of the epidemic’s impact: 

“Many candidates have been forced to study at home for months, as schools are 

closed. Without proper support from school or teachers, they feel more helpless, and 

the uncertain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outbreak has also made the students more 

stressful.” 

 

Some 15.7 per cent of those polled in January indicated their stress levels were at a 

10,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reporting the 

maximum stress level rose to 22 per cent in the March poll. 

The top three sources of pressure, in both polls, were “inadequate time for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self-imposed expectations”, and “concerns about future 

prospects”. 

“Stress levels in general get higher when the exam nears,” said Ng, who also blamed 

the government’s last-minute decision to postpone the exam last month for making 

students more stressful. 

 



In February, the authorities said the DSE exam would go ahead as scheduled, starting 

on March 27. But, on March 21,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plans to postpone the 

exam by another month and cancel Chinese and English-language oral examinations. 

There has recently been speculation it could be delayed further, as questions are 

being raised about the safety of moving forward should Hong Kong continue to 

record more Covid-19 cases. 

Ng urged the authorities to be more transparent in their deliberations and to allow 

candidates sufficient notice to prepare. 

 

This year, some 52,000 candidates will sit for the DSE examination. Results are 

expected in July. 

  



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媒體：The Standard 

Squeeze torments students 
 

 
Uncertainties over this month's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s have 

caused the highest pressure on candidates, a Hok Yau Club survey has found. 

 

The counseling group interviewed 1,308 candidates in January and talked to 757 of 

them again from February to March, when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turned severe. 

 

The average pressure level score of respondents in January was 7.48 out of 10, an 

increase of 0.72 points from last year. 

 

In March, the average score surged to 8.1 - the highest score since the survey was 

first conducted in 2012 when the exams were launched. 

 

Worse, about a fifth of the 757 students rated the pressure they felt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10, saying they could not bear the stress of the exams. 

 

This year's written exams have been postponed to April 24, from March 27, whil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oral exams have been canceled. 

 

But 77 percent of students polled worried that there was insufficient time to prepare 

- a surge of 19.6 percent age points compared to last year's survey. 

 

Students also felt more stressful about the four compulsory subjects - Chinese, 

English, maths and liberal studies - as the pressure level scores all increased from last 

year. 

 

The club said students had been affected by the social unrest since last year. Sixty to 



70 percent of them said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had been reduced. They also have 

a hard time paying attention and have fluctuating emotions. But more students were 

under huge pressure from the outbreak - 80 to 90 percent of them said they had felt 

the negative impact brought by the pandemic. 

 

"Students have already accumulated different levels of pressure during the social 

movement," said Ng Po-shing, the club's student guidance consultant. 

 

"Furthermore, many students could not take the mock exams at school or they could 

not return to the school for make-up classes due to the pandemic, and they need to 

stay home to prepare for the exams alone. They feel more anxious and helpless." 

 

Ng added: "With the uncertainties and changes brought by the pandemic, they are 

more worried." 

 

Ng said if the Education Bureau decides to further postpone the exams, it should 

announce it as soon as possible. 

 

If the exams have to be canceled in the end, the authorities should also tell students 

how to assess their results so they can be prepared. 

  



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媒體：信報 

文憑試考生壓力歷屆最高 

主要服務青年學生的學友社，今年 1 月以問卷訪問約 1300 名應屆文憑試

（DSE）考生，2 月底至 3 月初再訪問約 750 名考生；1 月的調查發現考生壓力

平均 7.48 分，10 分為最嚴重；3 月的調查顯示考生壓力平均升至有調查以來最

高的 8.1 分；另有近九成認為疫情帶來負面影響。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

稱，疫情因存在不確定性，其負面影響較社會事件更全面，呼籲考生應適量及

適度調整溫習時間表，若遇到難於集中的情況，應稍作休息。 

  



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媒體：晴報 

DSE 因疫情延期 考生壓力創 9 年新高 

今屆中學文憑試（DSE）因疫情而延期開考。有調查發現，應屆考生壓力指數創

DSE 開考 9 年來新高，達 8.1 分，9 成人因疫情而減低學習動力及難集中精神應

試，較 1 月同類調查升逾 2 成。輔導專家指，近 2 周考生主要查詢考期，或長

期在家備試感憂慮，籲家長多關懷子女，及當局若再有改動，宜於復活節前後

公布。 

 

學友社於 1 月及 3 月向應屆 DSE 考生進行問卷調查，成功訪問 1,308 及 757 名

考生。結果顯示，1 月時考生的壓力平均分達 7.48 分，3 月時更升至 8.1 分，創

開考 9 年來最高分紀錄，當中逾 2 成人更指壓力程度達最高的 10 分。此外，9

成人因疫情而減低學習動力及難集中精神備試，較 1 月時升逾 2 成；另逾 8 成

人因疫情感身心疲累及學習進度受影響。 

 

升學問題 料各地酌情處理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說，學生專綫服務收到約 1,100 個查詢，今年初主

要查詢升學事宜，近 2 周考生多關心能否如期開考、長期在家孤身作戰感憂

慮，「有考生焦慮到不能溫書，更出現胃痛、失眠」，雖然無自殺求助，但學生

的情緒需關注，而家長主要擔心子女學習及溝通問題。他說，若當局再有任何

改動，應在復活節前後公布安排，讓考生提早調整心態。至於會否影響港生到

海外升學，他指全球都爆發疫情，料各地會酌情處理。 

 

學友社資深督導陳倩雯稱，考生期望得到家長支援，1 月的調查有近 6 成考生

期望家長給予空間；4 成人希望家長勿將子女與他人比較，3 成人冀家長給予鼓

勵；陳建議家長多關心子女的心理問題，勿太着重成績。 

  



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媒體：星島日報 

【教育要聞】疫情添文憑試變數 調查：考生壓力創新高 

 
文憑試考生壓力指數首次「破八」，創了歷年新高，吳寶城（右）指新冠肺炎疫

情對文憑試影響，加重了考生的心理負擔。 

  (星島日報報道)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延至本月底開考的文憑試，能否如

期舉行仍有變數，學友社調查發現，應屆考生的壓力指數達八點一分，創了歷

年新高。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促請當局盡快公布是否延考，同時說明限期前仍

無法開考的後備方案，讓考生安心。 

 

  學友社在一月及三月，分別以問卷訪問一千三百名及逾七百五十名應屆文

憑試考生，發現以十分為滿分，他們的壓力指數由一月的七點四八分，急升至

三月的八點一分，兩度創下一二年首屆文憑試以來的新高，後者更首次「破

八」。 

 

  應屆考生先後經歷反修例爭議與新冠肺炎疫情，約九成人指疫情令他們難

以集中精神、減低學習動力及影響學習進度；因反修例爭議而有相同影響的比

例，則佔六成三至七成一。另各有五成二人認同反修例爭議令他們考慮赴海外

升學及影響就業選擇。 

 

  至於考生的主要壓力來源，三月時調查發現，七成七人憂慮時間不足，較

一月時多近一成，相對去年則增近兩成；六成半人指壓力緣於自我期望，較一

月及去年，分別多約百分之六及一成三。另有四成四及三成七人，分別憂慮出

路及家人期望。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調查未反映文憑試筆試延至四月底開考的

影響，但反修例爭議及新冠肺炎疫情下，考生普遍備試不足、考試壓力累積，



「現在連月底能否如期開考也說不定，未知與變數更大。」他促請當局應盡快

公布文憑試會否延期，同時說明限期前仍無法開考的安排，比如以校本評核及

校內成績作評估，以免加重考生心理負擔。 

 

  吳寶城指，進一步延遲文憑試開考較取消可取，但如果考期過於密集，或

只考核心科目，均有負面影響。如全面改為成績評估，他擔心未必如實反映考

生表現，在成績足以影響升學就業之下，難免令他們感到不公平，反彈恐怕很

大。 

 

  資深督導陳倩雯指，學生服務專線在過去一年接獲逾一千一百個求助來

電，學生及家長各佔六成多及三成多。她建議考生可進行呼吸練習，緩和緊張

狀態，同時保持平常心，亦應接納情緒，有需要應盡快尋求支援；家長亦應有

同理心，避免說「擔心都無用」等適得其反的說話。 

  



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媒體：am730 

壓力累積 DSE 考生壓力創 9 年新高 疫情不確定憂慮更嚴重 

2019 年下半年爆發反修例事件，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接踵而至，學友社發現應

屆文憑試考生壓力創新高，1 月份考生壓力評分為最高 10 中的 7.48 分；疫情爆

發後進行另一次調查，發現考生壓力更升至 8.1 分。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

城建議當局，考慮文憑試日程時，行政以外，須關心考生心理壓力，及早公布

確實開考日期及替代方案。 

 
學友社 1 月份訪問逾 1,308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問及去年反修例事件的影響，

評分結果已是自 2012 年同類調查以來最高，有六至七成考生同意或十分同意，

因修例引發的社會事件減低學習動力，難以集中精神、身心疲累及情緒波動；2

月底至 3 月初再訪問約 757 名考生，問及疫情的影響，更有八至九成考生認

為，新冠肺炎肆虐為他們應試帶來負面影響；近八成人認為壓力源自時間不

足。至於擔心「往後出路」則較去年下跌 15 個百分點，吳寶城指，這反映考生

「連幾時考都未確定，好難關心出路」。 

 

 

吳寶城分析認為，反修例事件期間已影響同學上學或補課，而 3 月份結果顯

示，除較貼近開考時間外，疫情所致的負面影響更全面、更多不確定性，現階

段連 4 月底能否開考也是未知之數。不斷延期開考，令學生壓力不斷累積，當

局如落實延期，應同時要有後備方案，重點要讓學生能夠計劃。由於須額外準

備防疫工作，例如預備口罩、量體溫、填交健康申報表等，吳建議考生應提早

到試場以適應身心。 

 

另外，52%受訪考生表示受反修例事件而影響，考慮海外升學，吳寶城認為或

源於同學對香港政治、教育、社會環境等不滿，尋求海外升學以至生活的機

會。他估計疫情過後，有意留學海外的人數不會下跌，畢竟上述因素仍然存

在。 

  



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媒體：蘋果日報 

DSE 生壓力指數 9 年最高 

 

【本報訊】抗暴運動加上武漢肺炎，應屆文憑試考生面對壓力前所未有。學友

社問卷調查顯示，考生 1 月時壓力平均分為 7.48 分（10 分為最高），至 3 月初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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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友社勉勵考生沉着應戰，迎難而上。 

 

無法回校補課感徬徨 

 

學友社今年 1 月訪問逾 1,3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至 2 月底至 3 月初，再訪問

約 750 位學生。調查結果顯示，以 10 分為最高，同學認為文憑試給予的壓力在

1 月時平均分已有 7.48 分，比去年升 0.72 分；至 3 月完成第二次調查，考生壓

力平均分進一步升至 8.1 分，是調查 2012 年開展以來，首次衝破 8 分大關。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疫情肆虐令不少學生無法應考校內模擬試、

無法回校補課，以及需要一個人居家準備考試，更感徬徨無助。學友社資深督

導陳倩雯認為，現階段考生宜沉着應戰，迎難而上。若溫習時遇有難於集中的

情況，宜稍作休息，做呼吸練習，將專注從溫習轉移到身體狀態上，以緩和自

己緊張狀態。 

 

為協助考生應對公開試及紓緩疫情帶來的壓力，學友社會加強學生專線

25033399 服務。 

  



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媒體：東方日報 

調查：DSE 考生壓力爆錶破 9 年紀錄 

 

學友社公布最新調查結果，左起為陳倩雯及吳寶城。（學友社提供） 

【本報訊】受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夾擊，文憑試考生面對的壓力不容忽視。學

友社今年初訪問應屆考生，發現他們的壓力平均分為八點一分，為九年來的新

高。調查結果又顯示，疫情對考生的影響比反修例的影響更為顯著。有升學專

家認為，考生的壓力會因文憑試延後累積壓力，政府宜提早公開最新安排。 

學友社在今年一月及三月分別訪問了一千三百○八名及七百五十七名文憑試考

生，一月的受訪考生其考試壓力平均分為七點四八分，已是自一二年以來最

高，而三月的平均分更飆升至八點一分。若以三月份的調查作準，應考考生對

於考試的壓力來源，七成七受訪者認為是時間不足、六成半是自我期望及四成

四為往後出路。 

暴疫影響 71%人難集中精神 

至於修例風波對考生的影響，七成一人認為令人難以集中精神、六成九人有情

緒波動，各有六成七人認為造成身心疲累及影響學習進度，亦有六成三人認為

減低了學習動力。在疫情下，上述項目的百分比亦有增加，其中影響學習進

度、難以集中精神以及減低了學習動力更分別增至九成或以上。 

學友社資深督導陳倩雯認為，由於三月已臨近文憑試開考，故疫情對考生影響

較大，而現時能否在四月開考亦屬未知數，故面對未知的情況，考生難免有更

大壓力，故影響他們的學習動力、情緒及專注。 

 

學友社促下周公布開考安排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調查可見考生的壓力會因時間而累積，故考

試一再延期，他們會累積更多的壓力，如若政府及考評局決定再度延遲，或是

取消考試轉至根據校內成績或校本評核作評分，應盡早在下周公布相關安排，

好讓考生作準備。 



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媒體：文匯報 

黑暴疫情夾擊 考生壓力新高 

 

疫情下文憑試考生壓力創 2012 年以來新高，九成人指學習動力減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肺炎衝擊令今屆文憑試一波三折，學友社最新

調查發現，考生壓力若以 10 分為最高，1 月時受訪者平均分為 7.48 分，至上月

初已升至有調查以來最高的 8.10 分，顯示疫情令他們承受巨大壓力，減低了學

習動力。學友社認為，考生自去年修例風波時已累積壓力，若政府因疫情再次

延後文憑試，宜盡早公佈，讓考生調整部署。 

 

學友社於 1 月期間，以問卷成功訪問了逾 1,300 名應屆文憑試生，了解他們面

對考試的困難及壓力；及後因應疫情出現，機構再於 2 月底至 3 月初成功訪問

約 750 名考生。 

 

結果顯示，1 月時同學認為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平均已有 7.48 分，比去年調

查上升 0.72 分，見 2012 年以來最高位，而至 3 月，壓力分數進一步飆升至 8.1

分。 

 

九成文憑試生學習動力減 

 

調查問及去年修例風波對考生備試情緒是否有影響，當中約 63%指令學習動力

減低，六七成人認為難以集中精神、身心疲累、情緒波動、影響學習進度；而

疫情對應試影響，更分別有九成考生指會減低學習動力、難以集中精神、影響

學習進度，亦有 85%指身心疲累，75%情緒波動，可見其負面影響更嚴重。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解釋，考生於社會運動期間，早已累積了不同程度



的壓力，「再加上其後的疫情，令不少人無法應考校內模擬試及回校補課，更要

自己在家準備考試，感覺更加徬徨無助，加上疫情的不確定性，引起的擔心更

嚴重。」 

 

他提醒考生，要提早出門到達試場， 並要每天量體溫，除了帶備准考證及身份

證明文件外，亦要應考每科時填報健康申報表，如有身體不適要盡早看醫生並

通知考評局。 

 

學友社資深督導陳倩雯補充指，為協助考生應對及紓緩壓力，學友社除加強學

生輔導專線 2503 3399 服務外，亦獲賽馬會專項基金資助提供一系列網上直播

講座、輔導短片及資訊圖，詳情可瀏覽學友社 fb 專頁

www.facebook.com/hyc.org.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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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DSE 生壓力歷屆新高  

學友社憂取消筆試惹反彈 促盡早公布新安排 

【明報專訊】中學文憑試（DSE）延至本月 24 日開考，考生心情難免受影響。

學友社調查發現，今屆考生在疫情下平均壓力分數（滿分 10 分）達 8.10 分，

為歷屆調查最高。疫情持續，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建議當局盡早公布

DSE 應變方案，又認為若 DSE 最終取消筆試，會引起很大反彈。 

 

逾九成稱疫情減學習動力 

學友社 2 月尾至 3 月初以問卷訪問 757 名 DSE 考生，平均壓力分數為 8.10 分，

當中兩成認為壓力達 10 分。在溫習衝刺期遭遇新冠肺炎，逾九成考生認為疫情

減低學習動力及難集中精神，近九成亦認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 

 

應屆考生 Annie 正備試，她說未知考試會否再延期，而疫情下無法外出與朋友

一同溫習，感到自己壓力一直上升。消息指當局正研究不同應變方案，包括取

消 DSE 筆試，Annie 認為，不同中學程度有異，校內評核方式亦不一，若改以

校內表現評定 DSE 成績或造成不公。她說疫情持續，「拖咁耐都唔係辦法」，認

為現時考場已制定考生須戴口罩、拉遠座位距離等措施，她不太擔心考場內受

感染，冀如期應考。 

 

考生：校內評核恐不公 冀如期考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說，學校考試與 DSE 有別，而學生應考校內試時沒

料成績會被 DSE 參考，若最終以校內表現定 DSE 成績，未必能反映考生能力。

他又說，DSE 成績關乎升讀大學、選科以至未來職業選擇，影響深遠，取消筆

試或引來很大反彈。現疫情愈趨嚴峻，DSE 或再延期，他認為當局應盡早公布

會否押後甚或取消筆試，讓學生再作打算。 

 

考生壓力日漸增加，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資深督導陳倩雯向考生提出多個建議

（見表），包括遇負面情緒時可向家人、朋友等傾訴，不宜壓抑情緒，以免情緒

更不穩；而家長可多鼓勵子女，並避免將他們考試表現與其他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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