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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2020｜ 文憑試放榜在即 學友社建議考生疫情下要作多手準備 

 

本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將於星期三(22 日)放榜，面對今年疫情及停課的影響，

加上中英文口試取消等因素，令今屆的考試增加很多不確定及不穩定性，學生

感到更加緊張和困惑。為解答學生問題和舒緩學生情緒，學友社由昨日(18 日)

起開放放榜輔導熱線，並於放榜前一日(21 日)通宵解答學生問題。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今年考生成績變數大，要作多方面估算，並為自

己留多手準備；又指醒考生，今年各間聯招及聯招外院校收生程序亦因應疫情

而有所變動，改為網上報名和面試等，考生應多加留意各院校宣布的安排。 

 

本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將於星期三(22 日)放榜，而今屆考生受到去年社會事件

及疫情影響，又要面對停課和模擬試的取消，眾多的不確定及不穩定因素底

下，考生難免對放榜感到緊張和困惑。為解答考生對升學的問題和疑慮，學友

社由昨日(18 日)起開放放榜輔導熱線，並由受訓義工及輔導員解答考生問題和

進行情緒及意向輔導，並將於放榜前夕(21 日)晚上 8 時於 Facebook 專業開設

直播，由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先生分析考評局統計數字、提醒放榜步署

及解答學生查詢。 

 



 
學友社由作日(18 日)起開放放榜輔導熱線，並由受訓義工及輔導員解答考生問題和進行情緒及意向輔導。 

 
學友社由作日(18 日)起開放放榜輔導熱線，並由受訓義工及輔導員解答考生問題和進行情緒及意向輔導。 

吳寶城指，今屆考生受到疫情和停課影響，加上校內模擬試取消、中英文口試

取消等變數影響，考生更難預測自己的成績，吳寶城先生則建議，考生應作出

多方面估算，為成績分為「合乎理想」、「超乎理想」及「未如理想」三個範

圍，以免因放榜大失預算而驚惶失惜；又認為疫情底下，收生分數變化大，考

生可將心儀科目放在第一、二志願，採取「博前穩後」的原則，而第三志願應

採取更穩陣的科目，分數最好在中位數之上。 

 

若打算重考 宜先檢視自己成績不理想原因 

 

對於考生成績未如理想時，吳寶城建議考生應考慮更多出路，例如考慮海外升

學或報讀自資副學位課程，但考慮海外升學的同學要留意上課形式和簽證安

排，指有機會第一個學期要用網上形式於本地上課；而對於打算重讀重考的學

生，則建議學生應先檢視自己成績不埋想的原因，最好要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

才決定重讀；而覆卷方面，則建議學生不應抱太大期望，因為覆卷的成功率底

於 2%，所以考生不應等覆卷成績再作安排。 

 

院校改網上面試 學生須留意網絡穩定性 

 



吳寶城亦提醒考生，各間院校的收生方式亦因疫情問題面有變動，當中不少院

校只設網上報名及面試，同學應多加留意各院校宣佈的安排。他建議考生應準

備好電子版本的個人資料等，以及要家長事先準備信用卡和其他電子支付方式

以交留位費，以免放榜日大亂陣腳；應屆考生林同學認為網上面試較沒真實

感，又擔心因網絡狀態等問題影響表現，吳寶城指網上考試考生可能比較鬆

懈，建議學生要同樣重視網上面試，又要留意面試位置和網絡穩定性，盡量找

一個整齊地方進行面試。 

 

 
考生林同學(左 2)擔心因網絡狀態等問題影響網上面試表現。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隊長，身兼注冊社工的陳衍宗提醒家長，要與子女保持正

面溝通，不要過度集中於成績結果或強加自己意願於子女身上，並應給予子女

適當支持和鼓勵，共同渡過放榜。 

  



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媒體：經濟日報 

【文憑試 2020】學友社指疫情無影響海外升學 但需留意上課安排

或改以網上形式授課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右)指出，因應近日疫情轉趨嚴峻，各間聯招以外專上院校的收生程序亦有臨

時變動， 如不少院校只設有網上報名，學生應多加注意資訊。 

中學文憑試將於星期三放榜，學生將面對人生路向重要抉擇。有教育機構指

出，今屆考生受疫情影響，面對未能應考校內模擬試、中英文口試取消及院校

收生形式改變等變數， 建議學生應合理評估自己成績，多方面估算，勿過份聚

焦於單一途徑，限制了個人選擇。他提到，今年考生人數下降，料聯招課程整

體入學分數會下降，但認為海外升學人數增加對聯招結果沒太大影響，建議同

學需參考考評局於放榜日前公布的文憑試成績統計，及過往新生入學成績，評

估入讀機會。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出，因應近日疫情轉趨嚴峻，各間聯招以外專上

院校的收生程序亦有臨時變動， 如不少院校只設有網上報名，學生應多加注意

資訊。他提醒學生，應準備好文件以供網上報名所需，至於面試方面，學生或

因並非現場面試而不夠認真，如未必聽得清楚、會望來望去等，令溝通下降，

建議事先已找到合適的位置及確認有良好的網絡，「這些都是反映同學有做好準

備及熱誠。」 

 

另外，今年文憑試放榜延遲，但仍較英國高級程度會考放榜為早，疫情對海外

升學的影響不大，建議選擇海外升學的學生，要留意簽證要求、隔離政策，及

開課後的上課模式，「因應疫情有機會第一個學期，甚至更久，需在本地以網上

形式上堂，學生要考慮清楚自己是否能夠接受」。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隊長、註冊社工陳衍宗表示，放榜輔導熱線自昨日(18 日)



起開放，至今收到不少查詢，當中學生佔 6 成，家長則佔 4 成；主要查詢為放

榜的相關準備，其次為副學士報名方法、聯招改選或策略。他提醒，家長，要

與子女保持正面的溝通，不要過度集中於成績結果或強加自己意願於子女身

上；多體諒子女的需要和聆聽他們的感受，從旁疏導他們的情緒。 

 

應屆文憑試考生林同學則預計自己可考獲 17 至 19 分，並報讀了城大社會科學

系課程。他指自己是歷史科考生，「本身是最有信心的科目」，但因題目爭議問

題，「現在都不知會考成點」。加上疫情影響，「好多面試都要網上進行，但家中

網絡不太穩定，加上不是現場面試，有些不習慣，少少失準。」他期望可於本

地升學，惟因疫情有變，亦會視乎成積，或考慮赴台升學。 

 

另一應屆考生周同學表示，預計自己將考獲 24 至 26 分，已報讀城大工商管

理；她指自己本身對於中、英文口試很有信心，但因疫情導致取消，失去考試

機會，又稱近一星期多留意了海外的學科，有機會考慮海外升學。周同學又

稱，放榜當日學校雖然有安排電子成績表，但仍會親身回去領取成績表，有老

師在場提供升學輔導的支援，會比較安心。 

 

疫情下，學友社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推行「賽馬會社區持續抗

逆 基金–『友共程』高中生生涯規劃及輔導服務」，提供各種放榜支援服務，並

協助學生規劃出路。學友社即日起提供一系列放榜支援服務，包括設立 38 條

放榜輔導熱線、網上面談諮詢服務及免費派發《出路指南 2020》等。 

  



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媒體：頭條日報 

學友社建議考生因應放榜制訂不同方案 

 
學友社建議考生合理地評估自己的成績，根據不同估算去制訂不同方案。 

中學文憑試（DSE）即將於本周三放榜，學友社建議考生因放榜制訂不同方

案。 

 

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出，由於受疫情影響，今屆考生先是未能應考校內模擬

試，再而是中英文口試取消，加上院校收生形式改變等，建議考生應要合理地

評估自己的成績，根據不同估算去制訂不同方案。 

 

而因應近日疫情轉趨嚴峻，吳寶城稱，各間聯招以外專上院校的收生程序亦有

臨時變動，如不少院校只設有網上報名，學生應多加注意。聯招課程方面，他

提醒今年理大的成績換算方法有變動，與港大中大看齊；其他院校部分課程的

收生或入學模式亦有變動，學生亦要多加留意。 

 

吳寶城又表示，雖然文憑試放榜較以往遲，但仍早於英國高級程度會考放榜，

因此相信疫情對海外升學的影響不大。他提醒選擇海外升學的學生，需留意簽

證要求、隔離政策，及將來開學後的上課模式。 

  



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媒體：metroradio.com.hk 

文憑試周三放榜 學友社預計收生分數下降 

中學文憑試將於星期三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今屆考生在疫情

影響下，面對未能應考校內模擬試、中英文口試取消及院校收生形式改變等變

數，建議考生要更合理評估成績，根據不同的估算成績制訂不同方案，不要過

份聚焦單一途徑。吳寶城指，今年考生人數下降，預計聯招課程整體入學分數

會下降，但認為海外升學人數增加對聯招結果沒太大影響，建議同學仍然要參

考考評局於放榜日前公布的文憑試成績統計，及過往新生入學成績，評估入讀

機會。 至於聯招以外的專上院校，吳寶城指，不少院校只設網上報名，學生選

擇課程時要考慮評審、專業資格及資助模式。他又指，雖然文憑試放榜延遲，

但仍較英國高級程度會考放榜為早，疫情對海外升學的影響不大，選擇海外升

學的學生，需要更留意簽證要求、隔離政策，及開課後的上課模式。 

 

  



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媒體：881903.com 

學友社建議考生因放榜制訂不同方案 

 

中學文憑試將於星期三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今屆考生在疫情

影響下，面對未能應考校內模擬試、中英文口試取消及院校收生形式改變等變

數，建議考生要更合理評估成績，根據不同的估算成績制訂不同方案，不要過

份聚焦單一途徑。吳寶城指，今年考生人數下降，預計聯招課程整體入學分數

會下降，但認為海外升學人數增加對聯招結果沒太大影響，建議同學仍然要參

考考評局於放榜日前公布的文憑試成績統計，及過往新生入學成績，評估入讀

機會。 至於聯招以外的專上院校，吳寶城指，不少院校只設網上報名，學生選

擇課程時要考慮評審、專業資格及資助模式。他又指，雖然文憑試放榜延遲，

但仍較英國高級程度會考放榜為早，疫情對海外升學的影響不大，選擇海外升

學的學生，需要更留意簽證要求、隔離政策，及開課後的上課模式。 

 

  



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媒體：東方日報 

學友社料考生今年成績多現落差 籲多手準備 

 
林同學(中)指今年很難預計自己的成績。 

中學文憑試(DSE)將於周三(22 日)放榜，學友社今日(19 日)公布放榜服務安

排，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今年考生會難以預計成績，因部分考生沒有在校

內進行模擬試，預計學生成績或有落差，呼籲學生就不同分數有不同的準備。

他又指，目前的學額數目比學生還要多，「唔會無書讀」，惟學生應反省及提醒

自己，不應「為讀而讀」，呼籲學生按興趣升學，亦不應以學院排名或資助模式

定奪。 

 

吳指，今年或會有很多學生不滿意 DSE 成績，若有關學生打算重讀，需考慮造

成成績的因素能否改變，是來自「自己」還是「他人」，「無疫情會否發揮得較

好？」，學生需檢視個人自律。吳續指，學生亦要考慮到重讀後想達到的目標，

例如期望重考後達到 5 科 2 級成績，不少院校的基礎文憑亦可達到同樣資歷。 

吳表示，學生應注意各院校在放榜日的最新安排，同時留意當日物資安排，他

指，由於部分院校提供網上申請及面試，建議學生準備平板電腦，「不用使用細

小手機」。他又指，雖然今年放榜日延遲了，但認為不會影響到海外升學的機

會，惟學生需留意海外院校的最新上學安排、簽證及隔離措施等，「有機會需要

在港上堂」。 

學生輔導中心隊長、註冊社工陳衍宗則指，以往有不少家長與子女升學安排意

見不一而產生磨擦，建議家長作出適當鼓勵。他又指，學友社昨日起(18 日)至

27 日提供「放榜輔導熱線」服務(2503 3399)。陳表示，今年學友社接獲的學

生及家長查詢比例為 6 比 4，最多人詢問放榜日的準備，其次為查詢自資副學

士課程，例如學歴認受性等。 

應屆 DSE 考生林同學指，選擇了城大社會科學為 Band A 首位，預計成績會有

17 至 19 分。他指，很難預計自己的成績，又承認有考慮到台灣升學，但需視



乎最終成績及香港社會環境會否變差。因應疫情，他打算放榜日以電子形式收

取成績表。 

 

  



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媒體：rthk.hk 

學友社建議文憑試考生預計成績範圍安排報讀學科 

 

中學文憑試星期三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今年考生最大的困

難是預測成績，可能會有落差並失預算，建議考生先預計成績範圍，就分數安

排報讀學科。他說，今年自資院校的報名安排有改變，部分只有網上報名，考

生於放榜日的物資準備與過往不同，需要多準備電子版本的文件。 

 

應屆文憑試考生林同學表示，疫情下升學計劃有變化，雖然傾向於本地升學，

但有報讀台灣的大學作後備，亦有報讀自資課程。他又說，因為疫情，升學準

備工作被打亂，很多院校改為網上面試，但家中網絡不穩定，令表現失準。 

 

另一名考生周同學表示，疫情下難以預計成績，擔心成績不如預期，學校雖然

有安排電子成績表，但放榜當日會親身回去領取成績表，有老師在場提供升學

輔導的支援，會比較安心。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隊長陳衍宗表示，家長與子女之間的磨擦或增加，鼓勵家

長多聆聽子女的升學想法及心情，學友社設有熱線，放榜前一日將通宵服務，

直至放榜當日。 

  



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媒體：now 新聞 

學友社：口試取消難料成績 建議參考院校過往入讀分數 
 

 

 

【Now 新聞台】中學文憑試星期三放榜，學友社表示，疫情下取消中英文口試

等因素，令考生難以評估成績，建議考生參考過往考評局成績統計及各院校的

入學分數，評估入讀機會。 

 

學友社表示，今年考生因疫情關係，未能應考校內模擬試，加上中英文口試取

消，以及多間院校改變收生形式，考生未能預計成績。 

 

學友社指，由於今年考生人數下降，預料聯招課程的收生分數也會下降，建議

考生參考考評局的成績統計，及不同院校的收生成績，評估入讀機會。 

 

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提醒選擇海外升學的學生要留意當地的上課形式、簽證安

排，以及疫情下的隔離政策。 

  



日期：2020 年 7 月 19 日  

媒體：星島日報 

學友社建議考生因應放榜制訂不同方案 

 
學 友 社 建 議考 生 合 理地 評 估 自己 的 成 績， 根 據不 同 估 算 去制 訂 不 同方 案 。  

中學文憑試（DSE）即將於本周三放榜，學友社建議考生因放榜制訂不同方

案。 

 

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出，由於受疫情影響，今屆考生先是未能應考校內模擬

試，再而是中英文口試取消，加上院校收生形式改變等，建議考生應要合理地

評估自己的成績，根據不同估算去制訂不同方案。 

 

而因應近日疫情轉趨嚴峻，吳寶城稱，各間聯招以外專上院校的收生程序亦有

臨時變動，如不少院校只設有網上報名，學生應多加注意。聯招課程方面，他

提醒今年理大的成績換算方法有變動，與港大中大看齊；其他院校部分課程的

收生或入學模式亦有變動，學生亦要多加留意。 

 

吳寶城又表示，雖然文憑試放榜較以往遲，但仍早於英國高級程度會考放榜，

因此相信疫情對海外升學的影響不大。他提醒選擇海外升學的學生，需留意簽

證要求、隔離政策，及將來開學後的上課模式。 

  



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媒體：文匯報 

專家倡聯招選科趁疫更進取 

 
學友社由即日起提供一系列放榜支援服務，包括設立 38 條放榜輔導熱線、網上面談

諮詢服務及免費派發《出路指南 2020》等。  

剩餘學額 2.4 萬「唔憂冇書讀」 心儀學科不妨放 A1 

教育局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最新出版的《中學畢業生升學輔導手冊 2020》顯

示，本年度日校考生約 4.5 萬人，但各類在港升學課程總學額接近 7 萬個，剩

餘學位超過 2.4 萬個，為近年新高。有升學專家表示，受疫情影響，今年院校

收生安排及學生成績預期出現不少變數，以往的取錄分數未必能作準，建議考

生可「冒險」將心儀學科放於聯招較前位置，爭取心儀學額。■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該《手冊》詳細羅列文憑試畢業生的各種升學選擇，當中學士學位、副學位、

基礎文憑等課程總學額約為 68,710 個，但今年文憑試考生只有約 44,600 人，

故學位過剩的問題依然嚴峻，剩餘學位多達約 24,110 個，較去年多近 1,000

個。 

 

在學士學位課程中，今年除了有 15,200 個政府資助學額外，另有約 8,300 個

自資學額，總數約為 23,500 個。若按去年有逾兩萬人考獲「3322」升大學門

檻推算，相信學位供應仍相當充裕。 

 

大學計分有變 往年未能作準 

 

在副學位方面，今年資助及自資課程提供約 29,100 個學額，較去年稍微下跌

約 900 個。不過，若按往年數據估計，約有七成文憑試考生考獲包括中英文在

內「22222」成績，即有約 3.2 萬人達標；在扣除有足夠分數升讀學士學位的



考生，只有約 1.2 萬人入讀近 3 萬個副學位。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本年考生成績較難預測，因新冠肺炎疫情導

致不少學校取消中六模擬考試，加上文憑試中英文科口試取消，會對考生造成

壓力，難免影響考試成績。 

 

他預計，由於有大學採取新的計分方式，或更改獨立收生、聯合收生的方式，

故往年的考生分數未能作準，故考生可「冒險」將心儀學科放於聯招的 A1，但

A3 仍要選擇「穩陣」的學科。 

 

針對學額過剩的問題，吳寶城提醒考生，「升學為的不再是一張沙紙，考生要考

慮個人意願、畢業出路等。『為讀而讀』的心態並不恰當，考生需有所改變。」 

 

他指礙於疫情，不少自資院校採取網上報名方式，故學生需要準備好電子版文

件、信用卡、電腦設備等，以免延誤申請。學友社由即日起提供一系列放榜支

援服務，包括設立 38 條放榜輔導熱線 2503 3399、網上面談諮詢服務及免費

派發《出路指南 2020》等。 

 

籲成績稍遜者可選讀副學位 

 

津中議會執委、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表示，考生雖不用太擔心學位不足的問

題，但八大學額有限，考生就算考獲「3322」升大學門檻，「仍存在一定競

爭」；而成績稍遜者可考慮入讀副學位課程或文憑課程，「電機、科技相關的專

業文憑課程，讀兩三年後仍有銜接入大學的機會。」 

  



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媒體：東方日報 

學友社建議考生幾手準備 

 
【本報訊】今年考生經歷了非一般的公開試，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昨

指，今年考生會難以預計成績，因部分考生沒有在校內進行模擬試，預計學生

成績或有落差，呼籲學生就不同分數有不同的準備。他又指，目前的學額數目

比學生還要多，「唔會無書讀」，惟學生應反省及提醒自己，不應「為讀而讀」，

呼籲學生按興趣升學，亦不應以學院排名或資助模式定奪。 

 

準備平板電腦 留意各院校安排 

吳指，今年或會有很多學生不滿意 DSE 成績，重讀與否需考慮影響成績的因素

能否改變，是來自「自己」還是「他人」，「無疫情會否發揮得較好？」。吳表

示，學生應注意各院校在放榜日的最新安排，由於部分院校提供網上申請及面

試，建議學生準備平板電腦。他又指，雖然今年放榜日延遲了，但認為不會影

響到海外升學的機會，惟學生需留意海外院校的最新上學安排、簽證及隔離措

施等。 

 

學生輔導中心隊長、註冊社工陳衍宗則建議家長作出適當鼓勵，他指，學友社

會於十八日至廿七日提供「放榜輔導熱線」服務。應屆 DSE 考生林同學指，很

難預計自己的成績，但承認有考慮到台灣升學，但需視乎最終成績及香港社會

環境會否變差。因應疫情，他打算放榜日以電子形式收取成績表。 

 

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何玉芬昨指，以往會鼓勵學生到不同院校參與招生講座，

惟目前疫情嚴峻，學生未能親身到場，心情或許忐忑不安。她又指，不少院校

的報名安排有所調動，故學生需收集更多升學資訊，又呼籲各院校盡量向學生

發放更多資訊。 

 



明愛專上學院校長麥建華指，今年大部分院校都提供網上報名的服務，而明專

由選科、面試到接受課程均在網上進行，同時會提供網上輔導服務，他鼓勵學

生毋須過於着重分數，亦不要認為學科收生分數高等同出路好。職業訓練局高

級助理執行幹事任影嬋指，職訓局早前舉辦的選科資訊日反應不俗，又指放榜

日會設立熱線，讓學生收到更多資訊。 

  



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媒體：星島日報 

聯招宜採「博前穩後」策略 

 
吳寶城（右一）建議考生「博前穩後」，即使成績未達心儀課程以往收生分數，仍可列為首志願。 

（星島日報報道）今屆文憑試考生面對變數甚多，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

估計，今年入讀大學所需分數，或較往年稍跌，建議應屆考生在大學聯招

（JUPAS）採取「博前穩後」的原則，收生分數與獲得成績相差幾分，仍值得

放在首志願。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網上撰文，指各院校新學年提供逾五萬個全

日制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學額，可滿足全體日校考生的升學需要。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在網上撰文（詳見 F2 版），指各院校新學年提供逾約

五萬二千六百個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學額，可滿足約四萬四千六百名

日校考生的升學需要。他呼籲考生毋須過分憂心，按興趣和能力選擇出路；他

以《禮記中庸》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勉勵考生廣

博學習、詳細求教外，要慎重思考、明辨是非。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不少中學取消中六模擬試，加上文憑試延遲舉

行、中英文科口試取消等，考生憂慮未能發揮原有表現。吳寶城坦言，今年放

榜難在預測成績，呼籲考生可制定不同分數範圍的方案，估計自己在合乎、超

乎及未如理想的升學計畫。他相信今年大學院校整體入學分數低於往年，考生

選科不應只考慮心儀課程取錄評分中位數及四分三位數，「如是心儀課程值得放

A1（首志願），差幾分都可以」。但他提醒考生同時把第三志願，報讀較穩陣的

學科。 

 

  在疫情影響下，多所聯招以外的專上院校收生程序改動，不少只設網上報

名及面試，吳寶城提醒考生須留意院校最新安排；至於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

他提醒考生須審視原因，才決定重讀或重考，亦不應該待覆卷完畢，始部署升



學出路。由於外地疫情未見明朗，他建議有意海外升學的考生留意目的地的簽

證及隔離安排。 

  



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媒體：明報 

學友社：今屆考生成績預測難度增 

【明報專訊】中學文憑試（DSE）放榜在即，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說，

今年受疫情影響，部分中學未能舉行模擬試，加上 DSE 取消中英文口試，考生

或未能發揮應有水準，令他們難以預測成績。他又估計，中六生人口下跌，入

讀八大的最低分數會稍跌。 

 

吳寶城說，今年考生最大困難是預測成績，或有落差及失預算，建議他們放榜

前估計其成績範圍，為最好及最壞情况制定方案，考生亦可參考考評局稍後提

供的成績統計及過往新生入學成績，評估自己升讀大學機會。部分學生或因成

績未如理想選擇重考，吳寶城說疫情發展難以預計，亦無法控制，考生若非個

人因素導致未獲理想成績，不宜重考。 

 

考生人數減 八大入學分數料跌 

中六生人口持續下跌，吳寶城估計，今年入讀八大所需分數較往年稍跌，而雖

然較多學生或到海外升學，但他們可能仍參與本地大學聯招，與其他學生競

爭。他建議考生於聯招改選時，可在首志願選擇收生分數與其 DSE 成績相差幾

分的心儀學科，惟應「博前穩後」，第三志願則選較「穩陣」學科。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隊長陳衍宗稱，放榜前家長可多了解子女對升學的想法，

避免強加個人意願，增加摩擦。家長亦可多體諒子女並聆聽他們感受，疏導其

緊張及焦慮情緒。 

  



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媒體：頭條日報 

DSE 生宜預計成績選科 教局強調本地學額足 

 
學友社建議考生先預計成績範圍，再選擇報讀學科。 

中學文憑試星期三放榜，學友社建議考生因放榜制訂不同方案，預計成績範

圍，就分數安排報讀學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則勉勵考生要慎重思考、明辨是

非，按興趣能力選擇自己的出路，強調有充足的本地升學學額。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今年考生最大的困難是預測成績，可能

會有落差並失預算，建議考生先預計成績範圍，就分數安排報讀學科。他指，

今年自資院校的報名安排有改變，部份只有網上報名，考生於放榜日的物資準

備與過往不同，需要多準備電子版本的文件。 

 

  他又指出，雖然文憑試放榜較以往遲，但仍早於英國高級程度會考放榜，

相信疫情對海外升學的影響不大。他提醒選擇海外升學的學生，需留意簽證要

求、隔離政策，以及將來開學後的上課模式。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網誌表示，本港有充足的本地升學學額，各院校共提

供約五萬二千個全日制專上課程學額，可滿足今年約四萬五千名日校文憑試考

生的升學需要，學生毋須過份憂心，只要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選擇適合自己

的出路。 

 

自資課程資助額增 

 

  他又指本港高等院校已開辦更多跨學科的 STEM 課程，部份院校近年亦不

斷開拓非主流的學士學位課程，自資專上課程亦是個好選擇，政府會提高資助

金額至每年三萬二千一百元。他以《禮記‧中庸》與考生共勉，呼籲青年人多方



面學習，要慎重思考、明辨是非。 

  



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媒體：香港商報 

DSE 將放榜 調查指四成考生憂出路 

【香港商報網訊】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將於星期三放榜，教育機構學友社

昨日指出，今屆考生受疫情影響，面對未能應考校內模擬試、中英文口試取消

等變數，建議學生要全面了解各出路資訊，作多手準備，掌握疫情下院校最新

收生安排，以減低放榜時的焦慮及迷惘。 

 

學友社建議作多手準備 

 

學友社於今年 4 月發布「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發現近 2000 名受訪考生中，

約四成表示壓力源自「擔心往後的出路」。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出，今

屆考生受疫情影響，面對未能應考校內模擬試、中英文口試取消及院校收生形

式改變等變數，同學更要合理評估自己成績，並作出多方面估算，以免放榜一

刻大失預算而驚惶失措。他續稱，同學不要過分聚焦於單一途徑，限制了自己

的選擇，宜了解各種出路後制訂多手準備。如同學能按自身條件選擇最合適的

出路，自然能減低焦慮及迷惘。 

 

吳寶城又指，因應近日疫情轉趨嚴峻，各間聯招以外專上院校的收生程序亦有

臨時變動，如不少院校只設有網上報名，同學應多加注意。而選擇海外升學的

同學，更要留意簽證要求及隔離政策，以及開課的上課模式或有變動。 

 

應屆文憑試考生林同學預計自己可考獲 17 至 19 分，並報讀了城大社會科學系

課程。他表示，疫情關係，很多面試都要網上進行，但家中網絡不太穩定，加

上不是現場面試，有些不習慣，擔心會失準。他期望可於本地升學，惟因疫情

有變，亦會視乎成績，或考慮赴台升學。 

 

另一位女考生周同學則預計自己將考獲 24 至 26 分，已報讀城大工商管理；她



指自己本身對於中、英文口試很有信心，但因疫情導致取消，失去考試機會，

又稱近一星期多留意了海外的學科，或考慮海外升學。 

 

即日起提供一系列支援 

 

在疫情下，學友社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推行「賽馬會社區持續

抗逆基金『友共程』高中生生涯規劃及輔導服務」提供各種放榜支援服務，並

協助學生規劃出路。學友社即日起提供一系列放榜支援服務︰設立 38 條放榜

輔導熱線：2503 3399、網上面談諮詢服務及免費派發《出路指南 202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