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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降競爭減 八大更易入
獲最低門檻者較去年少 2899 人 約 1.6 人爭 1 學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第六屆中學文憑試（DSE）今日放榜，
今年考生人數持續下降，當中考獲升讀資助大學最低門檻「33222」者有
21,399 人，較去年大減近 2,900 人，以八大學額約 1.3 萬個計算，競爭將
降至 1.6 人爭 1 學位，相信本屆文憑試生比往年更易考入八大。而今年有 6
名考生獲得 7 科 5**「狀元級」佳績，其中一名女生更在數學延伸部分同
時考獲 5**，成為「超級狀元」。

考評局昨日公佈文憑試整體考生成績數
據。今年共有約6.2萬人報考，其中約

5.1萬人為日校考生，兩者分別較去年減少約
6,500人及約4,900人。而考獲4個核心科及1
個選修科「33222」升讀資助學位課程最低
門檻者有 21,399 人，比去年減少 2,899 人。
以今年資助學士及自資學士學額總數約 2.37
萬個計算，達標者可謂「人人有大學讀」。

在八大學位課程方面，合共有 1.5 萬個學
額，扣除經非聯招入學的約 2,000 個學額，
預計可供文憑試生的聯招學額約有 1.3 萬
個，即達標者平均約 1.6 人爭奪一個聯招資
助學士學位，競爭明顯較過去幾年有所紓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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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76 名 ， 較 去 年 少 逾

■考評局昨公佈本屆文憑試整體成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兩SEN生獲4科5**
每年獲得頂尖成績的考生都是各界焦
點，今年文憑試共有 6 名考獲 7 科 5**的狀
元，分別是 3 男 3 女，較去年多 2 人，其中
更有一名女生在數學延伸部分 M2 亦考獲
5**，屬今屆的「超級狀元」。特殊教育需
要（SEN）考生方面，今年則有 2 人取得 4
科5**佳績，都在主流學校就讀。
至於核心科目方面，中文科有 55.8%日校
考生獲 3 級或以上，與去年相若；英文科則
有 52.2%日校考生取得 3 級或以上，較去年
下跌 3 個百分點；數學科及通識科分別有
81.1% 及 89.5% 的 日 校 考 生 取 得 2 級 或 以
上，均與去年相若。唐創時指，雖然今年英
文科的合格率較去年下降，但整體而言與過
往幾年表現相若。
另外，今年最年輕的兩名考生年僅 14
歲，是一男一女，分別考 6 科及 5 科；而最
年長的考生是一名報考兩科的68歲男士。

逾 900 人
「大頭蝦」
或收緊無證禁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考評局
現時會對考試違規個案作出處分，但對
於無帶准考證或身份證明文件的「大頭
蝦」 考生則未有懲處。考評局秘書長唐
創時昨日透露，今年有超過 900 名考生，
應考時無帶備准考證或身份證明文件，
而考慮到考生利益，局方容許這些考生
繼續考試。不過，他強調，帶齊證件屬
考生基本責任，而有關情況會對考試安
排造成騷擾，考評局會研究收緊規則，
例如參考其他國際公開試的做法，最嚴
重或不容許考生應考。

考評局：考生有責帶齊證件
唐創時表示，近年每屆都有近千宗無
帶准考證或身份證明文件應考的個案，
隨着考生人數下跌，今年情況也未見改
善，「事態是嚴重的，考生是有責任帶
齊他們的個人證件應考」。
考評局學校考試及評核總經理許婉清
補充指，試場主任一般會要求沒有帶准
考證的考生先填寫表格及抄寫一段文
字，並在 14 日內帶備文件到考評局核實
身份，再藉抄寫文字供職員核對字跡，
確保是考生本人。而今年有 50 多人因未
有在指定時間內到考評局核實身份，被
視作缺席考試。
為讓考生能謹記帶齊證明文件，唐創

時指考評局將研究收緊規則，包括參考
其他國際公開試的做法，若沒有帶備有
效證明文件，就不容許考生應考，但詳
情仍有待研究。

錄音檔「甩轆」未影響成績
另外，今年文憑試中文科聆聽及綜合
能力卷出現「甩轆」事件，因考評局在
複製 USB 手指時錯誤使用錄音檔，令 56
個考場、約 1 萬名考生延遲開考。考評局
昨日再次為事件道歉，並指雖然考試當
天延遲開考，但考生亦獲補時作答，經
過研究及分析後，認為事件沒有影響考
生成績，故沒有試場需要調整分數。
不過，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李王鍏表
示，有個別試場因應考時有噪音、播放
不暢順及提早收卷等其他情況，考評局
會作相應調分。她舉例指，有試場提早 5
分鐘收卷，便會按考生的表現比例調
分；若考生本身已低分，獲調整分數亦
相應較低。她指考評局會加強培訓及指
示，避免再次出錯。
至於有學校為 20 名考生報錯視覺藝術
科的試卷，原定應考卷二卻錯報卷一，
考評局指有兩人即場改考卷二，故並無
受影響；其餘 15 名繼續應考卷一及 3 名
轉試場考卷二的考生，考評局已知會閱
卷員在評卷時留意有關情況。

與去年整體成績相比
項目

2017年

2016年

整體報考人數

61,624人

68,128人

日校考生人數

51,192人

56,112人

考獲7科5**
考獲6科5**
達升大門檻
「33222」
人數
達副學位門檻
「22222」
人數
特殊教育需要考生

6人（1名超級狀元）
22人

4人（沒有超級狀元）
19人

21,399人（35.5%）

24,298人（36.3%）

35,976人（69%）

40,747人（70.5%）

2,442名（2人獲4科5**） 2,047名（6人獲3科5**）
資料來源：考評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特首為師妹打氣 囑平常心展所長

料8260人可穩入八大

4,700人。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分析，以 5**為 7
分，5*為6分，5級為5分如此類推計算，今
年約有 8,260 人最佳 5 科考獲 22 分或以上，
料可穩入八大。而考獲 19 分至 21 分則有
6,158 人，他們都屬「邊緣考生」，未必能
入讀八大，建議考生考慮其他課程作兩手準
備。他又提醒，有關統計數字只作參考，不
同學科的收生要求均有不同，亦會考量學生
的其他學習經歷和面試表現。

■林鄭月娥回母校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為考生打氣。

林鄭fb視頻截圖
■林鄭月娥與
師妹們合照。
林鄭fb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
因應文憑試今日放榜，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及多名局長昨日出動，各自
回到母校為應考的師弟妹打氣。其
中林鄭月娥重返嘉諾撒聖方濟各書
院，向師生分享及合照。她又鼓勵
同學以平常心來面對考試成績，並
與家長老師分享感受；又指香港現
時有多元出路，希望年輕人都能夠
各展所長。
林鄭月娥昨日中午回到嘉諾撒聖
方濟各書院，是她繼上次以候任特
首身份感謝師長栽培後再次回到母
校，今次則是特別為即將面對 DSE
放榜的師妹打氣。她又寄語同學們
不要因為一次的成績而感到氣餒，
要繼續對自己有信心，政府亦致力
為大家提供多元出路，希望大家都
能找到自己想走的那條路。

各局長分頭回母校打氣

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問責局長亦幾
乎「全員出動」，到不同中學為考
生打氣。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及保安
局局長李家超一同回到母校九龍華
仁書院，鼓勵考生放鬆心情。其後
楊潤雄在facebook表示，他與一眾九

■黃偉綸為母校考生打氣。

華校友「同心為全港
考生加油打氣！」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亦先後返回其就讀中
一至中五的母校聖文
德書院，及就讀預科
的保良局第一張永慶
中學，並代表不在港
的校友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邱騰華勉勵 ■黃錦星回到母校聖文德書院。
黃錦星fb圖片
學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則 長羅智光亦到訪仁濟醫院王華湘中
重返母校觀塘瑪利諾書院，與約 20 學，了解考生面對放榜的心情及為
位應屆考生分享升學與就業心得， 他們打氣。
並同聲高呼「對自己有信心，對香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亦
港有信心！」
回到母校聖芳濟書院，延續該校每
畢業於聖保祿中學的食物及衛生 年放榜前夕的「燒烤打氣」傳統，
局局長陳肇始，則到母校的姊妹校 與考生一邊燒雞翼一邊打氣。
聖保祿學校支持考生，隨後又前往
未有親身回母校的勞工及福利局
何東中學，為DSE生打氣。
局長羅致光，則在網上發信向母校
英皇書院應屆考生送上鼓勵和祝
了解考生心情分享心得
福，勉勵同學「勝不驕、敗不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運輸及 餒」。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昨日則到
房屋局局長陳帆、發展局局長黃偉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參加畢業頒
綸，也分別回到母校聖保羅書院、 獎典禮，表揚該校於國際電腦動畫
喇沙書院及荃灣聖芳濟中學，與一 大賽獲獎的學生，並勉勵應屆 DSE
眾師弟吶喊打氣。公務員事務局局 考生樂觀面對。

■楊潤雄與李家超一同回母校九華，與師弟們一同放紙飛
發展局fb圖片 機。
楊潤雄fb視頻截圖

拍攝條碼放上網 又有考生犯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公開試
須公平、公正、公開，不容任何學生以
身試法，惟每年總有小撮人心存僥倖，
意圖取巧蒙混過關。考評局昨公佈本屆
文憑試違規情況，當中發現一宗考試作
弊及一宗校本評核抄襲個案，涉事考生
分別被取消全科成績及該份習作 0 分的處
分。此外，今屆在試場內拍照、將試卷
的電腦條碼上載互聯網的情況又再「死
灰復燃」，本屆共有 9 宗同類事件，全部
被降級處分。

手機存筆記 偷睇斷正
考評局學校考試及評核總經理許婉清
昨報告文憑試違規情況，其中最嚴重的

是監考員發現一名學校考生在應考選修
科目時行為有異，調查該學生手機後發
現內藏大量與該科目相關筆記。考評局
判定該學生涉及作弊的嚴重違規情況，
決定取消該科目成績。

抄襲IES 習作變0分
至於校本評核抄襲個案，考評局評核
發展總經理溫德榮透露，當中涉及通識
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ES），有學校發現
一名學生所提交的習作，絕大多數內容
都涉嫌抄襲他人的作品，匯報考評局並
作進一步調查。最終局方證明事件屬
實，裁定該份習作 0 分、整科成績降一級
處理。溫德榮提醒，校本評核經由學校

老師批改，「他們最為了解學生日常表
現」，奉勸同學切勿以身試法。
此外，考評局本屆發現72宗攜帶未經許
可物品到試場個案，大部分屬輕微事件；
另有81宗沒有遵從考試時間指示事件，其
中72宗為筆試，9宗為口試。此外，近年
時有考生於試場內拍照，或將電腦條碼照
片上載互聯網，許婉清指去年難得創下
「0 宗佳績」，可惜今年又再發生，共發
現9宗同類事件，全部降級處理。
許婉清續指，本屆文憑試亦發現違反
手提電話規則有上升趨勢，共發現 75
宗，較去年 43 宗增加約七成，有關個案
視情況予以降級或減分處理；另有 413 人
被發現應考聆聽考試時遲到、沒有自備
收音機（包括耳筒或電池）或攜帶收音
機以外之電子儀器等情況，各處輕微罰
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