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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獲派首三志願 升中「圓夢率」5 年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升中派位結果
今日揭曉，本年度共有 49,554 名學生參加中學學
位分配辦法，人數連續兩年回升，為 2013 年以來
最高，不過同時整體獲派首三志願滿意率卻微跌
1個百分點至89%，屬近5年來新低水平。有資深
中學校長指，隨着適齡學童人數未來持續回升，
派位滿意率未來或有機會繼續下跌，籲家長平常
心看待派位結果，以免自身負面情緒影響子女。

「不受學校網限制」及乙部「按學校網分配」兩
部分合計獲派學位的學生當中，82%獲派首三志
願，59%獲派首志願學校。
教育局發言人強調，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非只取
決於他們獲派的學校，而是他們是否在學習中積
極進取，呼籲家長及學生平常心面對派位結果，
家長亦應繼續支持和鼓勵子女，以免個人的期望
加重子女的負擔。

適齡生再升 首志願率跌

教局籲平常心看待結果

升中生人口於 2016 年跌至「谷底」後反彈，參
加派位人數按年增加 1,659 名，今年再增加 2,351
名至 49,554 人。按獲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階
段，獲派首三個志願的學生人數合計，今年整體
滿意率為 89%，如只計首志願者的滿意率則為
75%，兩項數據均較去年微跌1個百分點。
今年獲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生當中，64%人獲派
首志願學校；而透過統一派位階段，包括甲部

發言人並提醒，所有參加升中派位的應屆小六
學生，今日必須返回就讀小學領取「派位證」及
「入學註冊證」，註冊日期為本周四及周五（12
日及 13 日），所有學生必須於註冊期內前往獲派
中學註冊，否則會被視為放棄獲派學位。
倘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因要事未能辦理
註冊手續，他們應授權代表辦理，授權書可
向就讀小學索取；如有特別困難，未能於指

定註冊期註冊，則必須於註冊日期完結前與
獲派中學或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以便作
出適當安排。
就升中派位滿意率從過去幾年的最高位回落，
津貼中學議會執委、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指
出，其實今年的首三志願比率已接近九成，呼籲
家長平常心看待，「若自己的情緒控制不好，或
會導致子女產生內疚感」，對學生而言並不理
想。他亦提到，隨着升中人口逐步回升，學額供
求慢慢趨向平衡，預計未來兩三年滿意率或繼續
下調，家長應有心理準備。

有人憂「一科累全家」焦慮失眠 有人以淚洗面 青協籲開放態度多元升學

2777 1112 計劃」調查卻顯示，不少考生壓力不降反
升。調查於6月至7月期間以問卷及電話訪問了722名應
屆文憑試考生，當中發現超過九成人表示希望繼續升
學，逾六成考生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而有近七成考
生認為，入大學機會並無因考生人數減少而提高。

逾七成指學位是基本學歷
至於在放榜壓力方面，以 1 分至 10 分計，49%考生
壓力達 7 分至 10 分的最高水平，比率與去年相若，
10.7%人壓力 10 分「爆燈」。針對考生減少，近八成
人認為面對放榜壓力並無改變，更有 17.5%人指壓力
不降反升。

專才教育利投身職場

參與人數

獲派首三志願

2018

49,554

89%

2017

47,203

90%

林日豐料叩門競爭激烈

2016

45,544

92%

對於個別家長或傾向叩門爭取更理想學校的學
位，林日豐提醒，普遍學校叩門位數量不多，而
且家長的叩門目標往往也是其他家長的心儀學
校，競爭難免激烈，建議家長應抱輕鬆心態面
對。

2015

46,659

91%

2014

48,811

91%

瑤）中學文憑試將於明天放
榜，考生心情難免緊張。香港
青年協會昨日公佈的「文憑試考生升
學意見調查」發現，半數受訪考生的壓力達
7 分至 10 分的高水平，更有逾一成人壓力 10 分「爆
燈」；有近兩成人表明，雖然今年考生人數減少，但其放榜壓
力不降反升，亦有近七成考生認為，入大學機會並無因人數減
少而提高。青協指由 6 月至今已收到 1,200 多宗求助個案，當
中有人擔心「一科累全家」而出現焦慮及失眠，也有人因壓力
終日以淚洗面，甚至有自殘行為。青協建議家長及考生以開放
態度，考慮更多元的升學出路，發展所長。

■有商場邀請多名面對困難但仍勇於克服
的應屆考生，
的應屆考生
，為全港考生打氣
為全港考生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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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不失青雲志 惟勤跨越「眼前」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面對文憑試的
挑戰，身殘志不殘的應屆考生鄧麗銘，雖剩下一
成視力，但仍無阻她追求學問的熱誠，每晚利用
放大鏡通宵溫書。皇天不負有心人，麗銘成績名
列前茅，可躋身全級頭五名。她未來有意創業，
成立公司幫助更多的殘疾人士。

視力剩一成 放大鏡溫書

■徐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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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曉蒽努力向目標進
發，努力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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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報人數
（佔學校考生百分比）

2018

5,329（10.3%）

2017

3,893（7.5%）

2016

3,659（6.4%）

2015

3,503（5.6%）

2014

2,935（4.4%）

2013

2,050（2.9%）

2012

7,312（10.2%）

資料來源：考評局文憑試報考資料、
聯招辦事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鄧麗銘因天生患有白化病，影響視力發展，雙
眼只剩下一成視力。她指，自中二轉到主流學校
後，便感受到自己與同學的差別，尤其是在書寫
方面，「其他同學半小時便能完成的功課，我卻
要花上一小時；在課堂上，經常抄不及筆記，故
下課後仍要抽時間抄寫。」
視力的限制雖然令麗銘學習上倍感困難，但仍
無阻她對追求學問和尋求真理的熱誠。
她利用不同的視障輔助儀器，如放大鏡等協助
學習，更經常溫書到通宵達旦。努力終帶來回
報，麗銘每年的成績均可躋身全級頭五名，同時
她亦積極參與校內外的活動，屢獲獎項。

盼設基金以科技助同道

歷屆棄報聯招人數
年度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

教育課程涵蓋至學位程度，提高其認受性。
青 協 「DSE 27771112」 計 劃 由 6 月 至 今 共 接 獲
1,265宗求助個案，數字與往年相若。其中有求助的考
生對選修的理科科目成績頗有信心，唯擔心英文科未
能達到入大學基本要求，「一科累全家」錯失升讀資
助大學機會。
隨着放榜臨近，考生壓力漸大感到徬徨，並出現焦慮
情緒及失眠的情況；亦有考生雖然已獲得有條件取錄，
但擔心成績與預期有落差未達要求，終日以淚洗面，甚
至有自殘的行為。
計劃負責人吳錦娟提醒考生，應於放榜前為不同成
績作相應計劃，及早定好升學出路，並建議家長與考
生持開放的態度，不要盲目追求學位而忽視能力與興
趣，可於傳統大學課程以外考慮更多元的升學出路，
擴闊選擇，發展所長。

調查亦發現，逾七成考生認為大學學位是現時社會
的基本學歷，有學位才能取得職場優勢；67.3%人認
為，職業專才課程是較次要的選擇，五成半人指學術
課程比職業課程就業前景佳，反映考生對職業專
才教育仍存有偏見。
青協全健思維中心督導主任徐小曼認為，因職
業專才教育認受性有限，故學生不願選讀，而傳
統學術教育雖然能提升競爭力，但未必所有人能
夠成功入讀或適合偏重學術的教育模式，反而專
才訓練有助掌握行業技能，提升就業發展的機
會。她建議政府檢視有關政策，將更多職業專才

近 5 年派位滿意比率
年度

等放榜壓力大
半數人瀕爆煲
近年文憑試考生人數持續減少，今年學校考生不足
5.2萬名，升大學的機會理應增加，惟青協「DSE

他又提醒叩門家長事前應做好準備，包括先了
解學校的面試程序，並隨身帶備相關文件及副
本，以備不時之需。

麗銘笑指自己並不算喜歡讀書，惟自小對自己

0
0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為文

憑試考生報讀大學主要途徑之一，不
過近年棄報 JUPAS 的人數卻有增加趨
勢。本年度約有 5,300 多名學校考生放
棄申請大學聯招學位，較上年度大增
1,400 多人，棄報比率更逾一成，創出
2012 年文憑試推出以來的新高。有中
學校長分析，現今升學途徑多元化，
去年「自資學券」的推出，令學生出
路不再局限於八大，加上部分人對文
憑試成績無把握，故毅然選擇棄報。

要求很高，亦擔心未
來就業問題，故要裝
備自己，增加競爭
力。
有意選讀科大商科
的麗銘表示，希望將
來可成立基金協助有
意用科技去幫助殘疾
人士的公司，以改善
他們的生活質素。
同樣是應屆考生的
■視障生鄧麗銘未有放棄自
馮曉蒽，從小就已經
己，通宵達旦溫習
通宵達旦溫習，
，校內成
患有脊柱裂，需要依
績名列前茅。
績名列前茅
。
機構供圖
靠輪椅行動，及後她
亦患上腦積水，致其
記憶力不及同齡人。雖然從小就已經行動受阻，
患上腦積水，她需要經常出入醫院，為生活帶來
不少困難及挑戰。
面對種種困境，曉蒽表示，曾有過頹廢的時
候，但當時老師鼓勵參加輪椅馬拉松，在訓練及比
賽中，激發起鬥心和毅力，努力向着目標進發，增
值自己，希望未來可成為圖書館助理，亦有意修讀
與遊戲軟件開發相關的課程。

聯招非唯一 逾一成人棄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對歷屆文憑試報考
及聯招辦事處數據作分析，資料顯
示，2012 年首屆文憑試之時，由於考
生對新考試信心不足，棄報 JUPAS 數
字曾處於高位，當年逾 7 萬名學校考生
中，約10.2%選擇放棄申請聯招。

比率創歷屆新高
有關數字於翌年大幅減少至不足
3%，不過近年卻有回升趨勢。至今年
度，逾 5.1 萬名學校考生中，只有 4.6

萬 人 申 請 JUPAS， 推 算 棄 報 人 數 逾
5,300 人，比率高達 10.3%，創出歷屆
新高（見附表）。

何漢權：八大以外 出路多元
風采中學校長兼教評會主席何漢權
表示，考生棄報 JUPAS 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個原因是，學生對文憑試成績
無把握，尤其是對通識及中文科，雖
然容易取得合格分數，但要取得高分
仍有一定難度，因為無信心分數足夠

升讀八大，或會毅然選擇棄報。
他又說，現時學生升學途徑多元，
可以選擇內地或海外升學，加上特區
政府去年起提供 3 萬元「自資學券」，
資助學生入讀自資學士課程，故透過
JUPAS升讀八大並非唯一選擇。
何漢權補充，近年部分大學師生經
常牽扯到政治的元素，影響校園的學
習氛圍，也可能令部分有經濟能力的
家庭，會選擇讓子女離港升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