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文憑試
中文科曾被稱為「死亡之卷」，不過過
去幾年有關達標率持續進步，今年更有
55.2%日校考生獲3級或以上，較去年上
升2.6個百分點，如比較4年前第一屆考
試，累積升幅更達5.4個百分點。考評局
指，本年度中文科將過往的試卷三聆聽
和試卷五綜合能力合併，新模式的試卷
設計較以往簡單，考生可以有更多發
揮，表現有進步。
英文科方面，今年日校考生亦有55.1%

獲3級或以上，整體上，較去年高2.7個
百分點，而比首屆文憑試計，也累積上

升約5個百分點。由於現時文憑試屬水平
參照直接反映考生能力，那說明整體考
生中英文較前幾年有所進步。
在其他核心科方面，數學有81.3%日校

生獲2級或以上，雖較去年微跌0.5個百
分點，但比首三屆考試高。而一向有較
大爭議性的通識科，89.4%獲2級或以上
較去年高約2個百分點，但考獲5級或以
上則比上年下降1.4個百分點，出現「合
格增尖子減」情況。
唐創時則指，過往幾年該科獲5級或以

上比率持續上升，今年稍有回落，屬於
正常波動。

中文科不再做「死亡之卷」

為迎接文憑試放榜，多個團體昨日都舉辦不同形
式的打氣活動。圖為青協昨日在銅鑼灣舉行「唱在
放榜前－DSE Busking音樂會」，透過音樂為考生
燃點勇氣，吸引大量年輕人駐足欣賞。 攝：劉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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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失收」歷屆最少
DSE奪7科5**僅4人 今年達最低門檻有望即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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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整體情況
項目 2016年 2015年

整體應考人數 68,128人 74,170人

日校考生人數 56,112人 61,136人

7科5** 4人（沒有超級狀元） 11人（3人為超級狀元）

6科5** 19人 22人

「33222」人數 24,298人（36.3%） 25,544人（35.1%）

「22222」人數 40,747人（70.5%） 43,762人（68.9%）

特別安排考生 2,047名（6人獲3科5**） 1,746名（2人6科5**）

資料來源：考評局 製表：高鈺

日校生四核心科達標率*
科目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中文 55.2% 52.6% 51.8% 52.3% 49.8%

英文 55.1% 52.4% 52.8% 48.8% 50.1%

數學 81.3% 81.8% 80% 80.8% 79.7%

通識 89.4% 87.2% 87.7% 88.5% 90.8%

*以入大學成績「3322」計，即中英文為3級或以上、數學通識2級或以上

資料來源：考評局 製表：鄭伊莎

考評局昨日公佈文憑試整體考生成績數據。今年共
有逾6.8萬人應考，其中5.6萬名為日校考生，兩

者分別比去年減少6,000人及5,000人。而考獲4個核
心科及1個選修科「33222」升讀學位課程最低門檻者
有24,298人，比去年減少1,200多人，以今年資助學士
及自資學士學額總數約2.4萬個計，達標者幾乎「人人
有大學讀」。
在八大聯招學額方面，由於教育局今年改變非本地
生學額政策及計算方法，預計供文憑試生的聯招學額
將增加數百個要約1.3萬個，即達標者平均約1.8人爭
奪一個聯招學士學位，競爭較過去幾年有所紓緩。

22分料「入硬」19分屬「邊緣人」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分析，以5**為7分，5*為6

分，而5級為5分如此類推計算，今年約有9,000人最
佳5科考獲22分或以上，料應可穩入八大。考獲19分
至21分有6,837人，他們屬「邊緣考生」未必能入讀
八大，或需要考慮其他課程作兩手準備。
不過，考評局亦強調統計數字只作參考，大學收生除
考慮成績，亦會考量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和面試表現。
至於考獲5科（包括中英文）2級以上，符合副學位

入學及應徵公務員的基本要求的考生，今年則有
40,747名，較去年少3,000人。

「超級狀元」今屆零產出
每年獲得頂尖成績的考生都是各界焦點，今年文憑
試共有4位考獲7科5**的狀元，分別是1男3女，遠比
去年的11人少，更是五屆文憑試以來最少。
當中也沒有人同時在數學延伸部分取得5**成績，即
沒有所謂「超級狀元」，而本年有7男12女共19人考
獲6科5**成績，則比去年的22人略減。至於特殊教育
需要（SEN）考生，今年則有6位取得3科5**佳績，
全部在主流學校就讀。
對於今年狀元數目大減，唐創時指從統計學角度
看，狀元佔整體考生的極少數，所以其數目下降，未
能有效反映特別狀況。他又指，本年度整體學生表現
其實較往年好，中英文等核心科達標率都明顯上升
（見另稿），也有不少特殊考生成功以努力克服自身
障礙取得佳績，非常值得嘉許。
另外，今年最年長的考生是一位報考6科的69歲女

士，最年輕的則僅有12歲，但只報考一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今屆文憑試先後出
現警鐘誤鳴與提早5分鐘收卷等「蝦碌」事故，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試卷（企會財）更發生懷疑出錯
事件。考評局昨日宣佈，上述事故中受影響學生均獲
按比例調整加分，預計約三千名考生「受惠」。對比
去年「疊聲」事件中只有投訴考生加分，考評局今年
明顯比較「鬆手」，局方解釋指有關決定是經委員會
仔細檢視個案，「個別調分」抑或「整個試場調分」
需視乎實際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今年有3個試場於應考中文科卷三時出現提早收卷

情況，該卷原定75分鐘考試時間，卻因提早了5分鐘
收卷造成不公。
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李王鍏指，公開考試委員會就

事件作詳細討論，「以上情況會將考生得分先乘75，
再除70」，以此公式調整分數，考生得分愈低，加分
愈少，相反成績愈好者，加分愈多。
考評局學校考試及評核總經理許婉清形容，受影響

考場數目「一隻手數晒」，每個試場大約百多名考

生，其中一個試場為班房，涉及約30名考生，總人數
約300多人。

警鐘誤鳴全員分數增4%
對於本屆文憑試數學科必修部分卷二考試時，粉嶺

救恩書院試場發生警鐘誤鳴。考評局指，受影響人數
為177人，該卷分數全員獲4%上調。
李王鍏解釋，上述個案經由委員會詳細檢視，局方

透過試場的錄影系統，確認當時誤鳴情況維持近20分
鐘，影片中亦清晰聽到警鐘噪音。
該局考慮到事故對整體學生影響較大，並可能引起

考生不安，故作出試場調分的決定，提早5分鐘收卷
事件亦經同樣考慮。
被問及去年中文科聆聽考試出現「疊聲」事件，考

評局最後向有投訴考生作加分處理。李王鍏解釋，去
年的情況是，考生受「沙聲」或「疊聲」影響程度因
人而異，因此只作個別調分。
她強調，考評局每次處理同類事件時，均會先檢視

全體考生數據，再決定應作個別調分抑或整體考生調
分。

未選修「日記分錄」獲調整
至於企會財試卷的一題，所考核的「日記分錄」概

念被指屬選修範圍，質疑對未有選修該部分的考生構
成不公。
考評局評核發展總經理溫德榮表示，該科課程本年

有所刪減，局方於評卷後進行分析，對比涉事題目及
其餘題目，發現部分考生在兩者之間表現確有差異，
不排除因課程內容變動所致，為確保評核公平，決定
調整分數。
他指出，該題目總分為5分，在3,399名應考該單元

考生中，約四分一人在該題的實際得分相等或高於經
調整的分數，換言之其餘四分三人（約2,500名考
生）的得分將獲調整，平均調整幅度約為1分，佔全
科總分不足1%，相信上述調整對考生整體成績沒有
明顯影響。

出錯題事故多 三千人有分加

考評局本年發
現，有3名考生
於試場作弊，其
中兩人偷看鄰座

同學試卷，另一人於考試期間利
用手機查閱試卷相關資料，有關
人等該科成績已被取消。有3名
考生則涉及校本評核或作品抄
襲，在該份功課的分數被評為0
分，該科整體成績亦被降一級。

考評局許婉清指，其中偷看鄰
座試卷的兩個個案分別發生在英
文及數學必修考卷。局方掌握了
足夠證據，及向涉事3人查問。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補充，考
評局不會說明具體「出貓」及調
查情況，一方面是因為擔心未來
會引起其他考生仿效，另一方面
也擔心將經過公開後，或會揭示
考評局調查時的「秘密武器」。
他強調，局方有相應方法查出作
弊，一旦發現後果嚴重，呼籲考

生切勿以身試法。
在校本評核運作方面，溫德榮

指整體暢順，但發現3宗嚴重抄
襲個案，2人涉及通識科，另1
人涉及視覺藝術科，3人來自不
同學校，其中1宗由校方揭發上
報，所有抄襲個案均已同一準則
處理。

其他違規方面，考評局本年
共發現 74 名考生攜帶未經許可
物品到試場，60 名考生沒遵從
考試時間指示，43人違反手提電
話規則，及546人於聆聽考試時
遲到、沒自備收音機、帶收音機
以外的電子儀器或在特別室用收
音機等，各人均按情況被相應扣
分。至於近屆常見的「於試場
內拍照/將電腦條碼相片上載互
聯網」違規，經多年勸喻終有
改善，今屆未有發現有關情
況。

■記者 姜嘉軒

手機查料𥄫 鄰座
3人成績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社署
昨日宣佈，「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
（青航計劃）已全面啟航，5間營辦計
劃的非政府機構在2016/17年度將提供
約500個培訓名額，為有志投身社福護
理行業的青年人提供理想出路。
社署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於去年7
月推出青航計劃，鼓勵年齡介乎18歲至
25歲、已完成中五課程或擁有同等學歷
的青年人投身安老及康復護理服務，由
2015/16年度起的未來數年提供共1,000
個培訓名額。
發言人指出，其中3間營辦機構於
2015/16年度共招收了180名學員，另
外兩間機構亦於今年4月開始招募學
員。透過青航計劃，有志在社福界護理
工作發展的青年人，可獲安排聘用和培
訓，包括由政府資助他們就讀兩年兼讀
課程，讓他們邊學邊做，並可隨着職業
路線圖發展個人事業。
發言人續說，各青航計劃的營辦機構
已積極展開各項宣傳活動，包括舉行簡
介及招聘日介紹他們的計劃特色和相關
資料，並會趁今日中學文憑試放榜，於
不同學校設立資訊站招募應屆中學畢業
生加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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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昨日公佈本屆只有4位考獲7科5**狀元，創歷屆新低。左起為
許婉清、李王鍏、唐創時及溫德榮。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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