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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今日放榜，本屆整體考生人數繼續減少，在近 5.5 萬
名應考生之中，共有 20,135 人考獲「33222」的升讀資助大
學最低門檻，以約 1.3 萬個八大聯招學額計算，平均 1.5 人爭
一學位。考評局昨亦公佈，本屆共有 12 人考獲 7 科 5**「狀
元級」成績，其中 6 人的數學延伸部分（M1/M2）都能考獲
5**級，成為「超級狀元」，創歷來最佳。
5.5 萬人應考，約 4.7
考評局昨日公佈文憑試考生成績數據，今年約有
萬人為日校考生，兩者分別較去年減少約 2,600 人及 3,600 人。考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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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考生通識獲 2 級或以上

DSE 放榜關鍵數字
12 名（9 男 3 女）7 科 5**狀元，平 2014 年及
最佳成績 2015 年紀錄；其中 6 人為數學延伸部分亦獲
5**的「超級狀元」，屬歷屆最多
其他頂尖考生 15人（8男7女）考獲6科5**「榜眼」成績
特殊教育需要（SEN）考生突出成績 13人兩科5**或以上，其中 1 人 5科5**
最年長考生 學校考生：69歲；自修生：70歲
最年輕考生 學校考生：15歲；自修生：11歲
全體考生獲「3322」或以上數 20,212人，佔37.0%
全體考生獲「33222」或以上數 20,135人，佔36.8%
全體考生獲「332233」或以上數 16,767人，佔30.7%
全體考生5科2級或以上
33,701人，佔70.9%
（包括中英文）數
資料來源：考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大學彈性收生「4+3」
考生增 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根據考評局昨
日公佈的資料，今年考生報考「4+3」即 3 個
選修科的人數較上年增加 1.2 百分點，局方分
析，相信由於近年更多大學收生基本要求兩個
選修科，而且亦與有不少大學科目，會為考生
報考第三個選修科加分有關。
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指，今年應考 3 科選修
科的考生佔總人數 18.9%，較上年增加 1.2 個
百分點，他分析指，由於大學收生對選修科數
量要求增加，以往多要求 1 個選修科，現在則
有愈來愈多課程以兩科選修科為基礎，而有第
三個選修科很多時亦會加分。他又提到，今年
多所大學包括中大、科大、理大、城大、浸大
及教大等都推出彈性收生制度，如考生 4 個核
心科中有科目未達標「3322」，但其他科目表
現優異多項「摘星」仍有機會獲取錄，相信亦

4 個核心科及 1 個選修科「33222」升讀八大資助學位課程最低門檻者有
20,135 人，較去年減少 1,328 人，比率為 36.8%，較去年下跌 0.4 個百分
點。
目前八大每年提供 1.5 萬個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扣除經非聯招入學約
2,000 個，預計供文憑試生聯招學額約 1.3 萬個，意味「33222」達標者，
平均約1.5人爭一個八大資助學位。
另一方面，本屆有 16,767 人考獲「332233」或以上成績，比率為
30.7%。日校考生計則有 16,455 人，比率為 35.2%。而考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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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33,701人，較去年減少2,165人。

是應考3科選修科學生增加的原因。
另外，考評局評核發展總經理溫德榮提到，
今年文憑試中有 3 科考題方式有變動，其中地
理科卷一新增必答的實地考察問題，並增加
15 分鐘考試時間，考生表現差別大，相信與
題型較新有關；而經濟科卷二增加了必答的資
料回應題，考試時間增加 15 分鐘，考生表現
與其他題目相若，反映教師和同學分析資料等
能力佳；至於旅遊與款待科，資料回應題由之
前的二選一變為三選二，考試時間亦增加 15
分鐘，由於不是新題型，考生表現整體理想。
此外，今年亦有 14 科設校本評核，較去年
多 4 科，其中中國文學和英語文學，增設創作
練習；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開始全面推行校
本評核；科技與生活則增加專題研習。

■不少考生昨日到樹仁大學
報名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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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科成績方面，今年有 56.3%考生取得中文科 3 級或以上成績，較去
年上升 0.9 個百分點；英文科有 52.4%考生取得 3 級或以上成績，較去年
微升 0.1 個百分點；數學必修部分有 80.8%人考獲 2 級或以上成績，較去
年下跌 1 個百分點；通識教育則有 90.7%人考獲 2 級或以上成績，較去年
升2.6個百分點。

熱門科目門檻或超 20 分
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表示，坊間有意見認為 5 科考獲 20 分可有較大機
會考入大學，他認同在選擇到合適課程的前提下，20 分是有機會的，但
假如選擇了競爭較大的科目，分數難免會相應提高。惟他同時強調，學生
選擇課程應以自身興趣和能力作考量，八大只是本港多元升學出路的選擇
之一，「揀選喜歡讀的課程，比起入讀哪所大學可能更為重要。」
被問到多所大學均設彈性收生機制，例如會為個別學科未達大學基本
門檻，但其餘科目成績優異學生作特別考慮。蘇國生引述數據，以
「3322」中只有一科失手作計算，本屆有 10.7%學生因英文科而「跣
腳」，亦有 6.7%人失手於中文科，「實際上是有一些同學因某一科考不
到『3322』而未達大學基本要求，但如今有了這些彈性，部分考生可能
仍有資格報讀大學，甚至可獲錄取」。

13 SEN 生獲兩科 5**或以上
至於本屆頂尖成績的考生表現，今年共有 12 名考生取得 7 科 5**成為
「狀元」，平2014年及 2015年人數紀錄。12人當中分別 9男3女，其中 5
男 1 女在數學延伸部分（M1/M2）亦獲 5**成績，成為「超級狀元」，人
數創歷屆之最；另有 8 男 7 女考生取得 6 科 5**成為「榜眼」。特殊教育需
要（SEN）考生方面，共有 13 名考生考獲兩科 5**或以上佳績，其中一人
更考獲5科5**。

棄考IES仍有機會獲5級或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近日建議將
DSE 核心科目中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IES）」部分設為選修，但若放
棄修讀最高僅可得 4 級。考評局昨日指，今年有 300 多名考生 IES 得 0 分，
承認按照現行體制，即便IES得0分，理論上亦有機會得到5級或以上，但
尚未有相關考生最終通識科成績的統計數據。
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李王鍏指，全港日校考生中有 91.4%在通識科獲得
2 級或以上，創歷年新高，而達 5 級或以上的佔 10.4%，亦較去年的 7.2%
有進步。
在課程檢討諮詢文件公佈後，關於 IES 變為選修的建議備
受關注，李王鍏指，現時 IES（卷三）是學校考生必修部
分，佔成績的 20%，卷一和卷二成績佔 80%，按照現行
制度「不會說沒有 IES 就會一定是什麼 grade」。考評
局秘書長蘇國生認為，若有考生棄考 IES 而卷一卷二得
到很高分甚至滿分，理論上有機會得到總分獲 5 級或以
上。
至於有意見認為通識科令學生激進，李王鍏指，通
識科考試卷出題屬跨單元，並沒直接設置「政治
題」也不會僅局限於「今日香港」或「現代中
國」單元出卷，認為考評成績不受答案立場影
響，而是考察學生的分析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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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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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升大」機會

最佳5科總積點*

全體人數（日校人數）

作弊抄襲零個案
9 人試場拍照被罰
資料圖片

升學建議

升讀八大（以1.3萬學位計）機會

12分或以上

20,135（19,676）

較微

SSSDP、自資學士、資助或自資副學位

15分或以上

19,415（18,987）

較微

SSSDP、自資學士、資助或自資副學位

18分或以上

15,675（15,384）

一般

資助學位、SSSDP、自資學士

21分或以上

9,805（9,611）

較大

資助學位

24分或以上

5,221（5,115）

極大

具競爭力資助學位

*以獲得「33222」考生計算

資料來源：考評局2019年新增統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考
評局昨日公佈本屆文憑試的違規和處
理情況，今年絕大部分的考試違規項
目均有錄得下跌，其中「作弊」及
「校本評核/作品集抄襲」都錄得
「0」宗個案。考評局總經理（學校
考試及評核）許婉清提醒，今年仍有
發現部分考生在應考口試前，在報到
室使用手機，亦有部分考生在試場拍
照，強調有關情況都不容許，同學務
必注意。
許婉清昨講解本屆考試違規統計
數字，本屆共有 9 名考生被發現在試
場拍照/將電腦條碼或試場照片上載

互聯網，「有些人可能出於好奇，
或可能想朋友知道自己正在考
試」，其中 8 宗是將照片上載互聯
網，涉事學生該科目成績被罰下降 1
級，另有 1 宗是發現有學生在試場內
拍照，作扣分處理。
本屆另有78宗違反手提電話規則個
案，其中 75 宗輕微個案，作扣分處
理，3 宗為有關科目成績被罰下降 1
級。此外，本屆共有 482 宗沒有自備
收音機、耳筒、電池個案，43宗應考
聆聽考試時遲到，以及有14宗因攜帶
不恰當器材而要到特別室應考聆聽考
試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