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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遇疫境 考生遇考驗

獨自留港備試壓力大 培僑生憂再延期會鬆懈
新冠肺炎下，全港學校復課無期，連原
定於 3 月底開考的中學文憑試亦暫延至本月
24 日 。 有 學 生 將 備 試 過 程 形 容 為 跑 馬 拉
松，好不容易捱到快將衝線，卻被告知終
點線要延後，感洩氣之餘壓力也大增。而
對居於內地的跨境考生來說，更是大失預
算：由於檢疫限制，他們需要提早來港備
試，現在亦被迫持續與家人分離，獨自在
港等待疫情下仍存變數的考期。香港文匯
報到訪以宿舍照顧跨境考生的培僑中學，
了解其備試生活，看看他們如何在疫情中
調整心態，決心闖過文憑試的考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憑試被戲謔是「一試定生死」，數以萬計的中
文六生大軍每年均要全力以赴應戰，但今年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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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老師身邊支援 聽聽學生心聲

跨境考生除了要面對疫情、公開試的
壓力，更需要熬過離家備戰的孤獨感。
為讓暫居學校宿舍的考生安心，培僑中
學全體教職員均想盡辦法鼓勵及支援他
們，讓其感到溫暖，幫助安然度過這段
日子。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表示，疫情對學
生造成的壓力甚大，「由於學生尚未成
年，加上這批跨境生要離開家庭來港赴
考，對他們來說更是一大挑戰。」培僑
中學宿舍舍監葉就威亦表示，「延遲開
考，學生的情緒難免受到影響，這對他
們的體能、鬥志都是考驗。」
在此情況下，身邊人對考生的支援尤其
重要，為讓他們有「家」的感覺，培僑老
師除了拍攝打氣短片外，校長、舍監等亦
抽空與學生聊天，為他們排解部分壓力和
焦慮。葉就威坦言，「打球、唱卡拉
OK、燒烤等活動已經無法舉行，只能利

考試次序有變 打亂原有計劃

放寬煲劇限制 住宿有點娛樂
以往宿舍規矩較多，葉就威笑言現時
也已酌情放寬，允許學生飯後「煲劇」
半小時、看看電視，讓他們有點娛樂。
「有時候也有女同學繞着手，在操場唱
歌，我們在旁拍手附和，也算是一種鼓
勵。」
學生健康及安全始終是學校的首要考
量，為了減少學生在外感染的風險，該
校會有老師負責幫學生網購，也有老師
在周末駕車接載學生前往銀行、文具
店、超市等購買所需用品，每一個小舉
動對老師來說是舉手之勞，但學生卻感
到特別窩心。

■ 學生會在宿舍內玩 UNO，調劑一下枯
燥的自修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不過，超過兩個月離家赴考，學生始
終會想家，其中黎穎琪表示，離家日
久，近來特別想念家人，所以常與家人
電話聊天，希望從中得到鼓勵，提醒自
己不可鬆懈。江金玲亦指會頻頻與家人
進行視像通話，閒話家常，格外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
「由於學生尚未成年，加上這批跨境生要離開家庭來港赴考，對
他們來說更是一大挑戰。」

宿舍舍監葉就威
「以往宿舍規矩較多，現時也允許學生飯後『煲劇』半小時、看看電
視之類的，好讓他們能夠放鬆一下。」

紀律仍要遵守 每天課室自修

在此段「Study leave」期間，住在宿舍
的培僑中六學生仍需遵守紀律。每天上
午 10 時到下午 3 時半，他們要穿整齊校
服，量度體溫後，男女生分別坐在兩個
課室自修。「放學」後，各人可以回宿

■ 宿生每日
均需穿着整
齊校服到課
室自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校長會「溫習營」提供免費住宿
據考評局資料，今年共有近 380 名
文憑試學校考生於香港沒有固定居
所，他們部分人考前來港檢疫後，
會租住酒店或於親友寄居。為了照
顧其他有需要的跨境考生，除本身
設有宿舍的培僑中學外，北區及大
埔區的校長會今年亦特別安排「溫
習營」，在應試期間提供免費住宿
予兩區共73名跨境考生。
北區中學校長會主席方奕亮表
示，要減低考生患病風險，溫習營

用吃飯時的些許時間，和學生聊聊天，聽
聽他們的心聲。」有時，舍監、教師亦會
在校內煮早餐，輪流邀請兩三個學生一同
參與，一起煮麥皮、烤多士。

正維持有規律的生活。「學生周一
至周五會回到原校溫習，晚上則返
回營地休息。」營地周末提供膳
食，並禁止考生隨意外出。
要紓緩學生壓力，舍監會安排一
些輕鬆的活動，讓學生分批在室內
外進行「疊杯」、飛盤等遊戲。方
奕亮提到，不少學生都希望能如期
開考，「畢竟他們住在溫習營，較
一般考生更需毅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舍換上便服，玩玩遊戲、打打球減壓。
留校宿生大減，原本 6 人睡一個房間，
現在變為 3 人一個房間。雖然「人口密
度」下降，學校宿舍絲毫沒有鬆懈：3 名
學生進入宿舍前，要在鞋底噴上消毒噴

情影響，考試破天荒改期「避疫」。其中，跨境文憑
試生由於無法隨意往來內地與香港，所面對的壓力較
一般學生更甚，他們除了要全力溫習，更需要長期離
家，獨自留港面對。為支援跨境考生在疫情期間能安
心備試，培僑中學近月特別開放宿舍予 13 名跨境考
生入住，協助他們渡過「疫境」。

劑，並在手上抹上酒精搓手液。

該校其中 3 名中六生，家住東莞的黎穎琪、來自深
圳的顧志立及江金玲近日一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說說他們對文憑試的憂慮。
顧志立自3月初來港，在酒店完成14日隔離後便入
住學校宿舍。他表示，開考日期尚未明朗，「情緒當
然會更加緊張，也怕自己不能堅持自律」，而新的考
試時間表部分科目先後次序有變，也打亂其原有計
劃，「有些核心科與選修科的相距時間只剩一天」，
「我最怕考試延遲，甚至取消，這段時間很難熬，心
理上更是『超負荷』。」
江金玲 2 月底從深圳來港，隔離後亦進入學校宿舍
居住。她於疫情前已開始全情投入備試，坦言上月得
知考試延期後不禁暗喜，「感覺多了時間溫習，但隨
着疫情日益嚴重，對於能否如期開考感到迷惘，如再
次延期，更怕自己到時會鬆懈。」

學校誘惑較少 只憂試場衛生
黎穎琪則認為，學校的「誘惑」較少，「住宿舍的
話，溫習狀態會更好一點。」她比較關注的是試場衛
生問題，「雖然試場外有量度體溫等措施，但新冠肺
炎恐怖之處在於沒有病徵也具有傳染力。」
江金玲亦提到，「我最怕考試期間發燒，若無法繼
續考下去，會非常不甘心。」其父母更是記掛着女
兒，「他們提醒我要勤洗手、不要亂摸東西。」
雖然近日疫情緩和，但變化始終難料，教育局亦因
此在前日提出了兩個後備考試日期及取消考試等應變
方案。在過去兩個多月期間，3 名同學於亦不時會想
到，一旦文憑試最後因疫情而被迫取消，考評局可如
何公平地評核同學表現呢？有意到內地升學，首選四
川大學口腔醫學的顧志立擔心，若沒有公平的評估機
制，根本無法真實反映自身的實力。心儀科技大學工
商管理課程的江金玲亦相信自己的臨場發揮會更好，
故希望能維持考試安排。黎穎琪則以上海財經大學為
第一志願，現在的願望是文憑試能順利開考，而自己
能保持最佳狀態，就不枉這些年「寒窗苦讀」。

自尋喘息機會 空餘時玩狼人
每天反覆溫習，宿舍生活會否太無
聊？江金玲笑言，「我們當然也會給自
己喘息的機會！」她們在空餘時間會在
宿舍內玩「狼人」、UNO 等遊戲，也會
在宿舍內的公共空間上網消遣。
在宿舍房間，江金玲和黎穎琪的書桌
連在一起。兩張桌子各自放上了計時
器、考試練習等，中間還有一塊白板，
寫滿了她們對自己的期許：「5**」、
「入U！！！」。白板上除了一些數學公
式，還寫了北宋大文豪蘇軾的一句詞：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
無晴。」兩位女生也希望抱持蘇軾那種
豁達的人生態度，等待疫情消散，香港
可以重新出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 學生進入宿舍前，會自覺用消毒噴劑清潔鞋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考 DSE 須申報健康 倘隱瞞取消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及考評局
敲定，文憑試如期在下周五（24 日）開考，同
時加強試場檢疫，包括考生要作健康申報及考
場內全程戴口罩等。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昨日
強調，如考生作出不實申報，例如隱瞞自己發
燒等，可能會被扣分或取消考試資格，而經醫
生證明缺席考試者則可申請成績評估。
蘇國生於港台節目指，今年各文憑試試場會
提早於上午 7 時 50 分開放供考生入場，建議考
生可提早抵達，以便完成量體溫、交健康申報
表等程序後，可於 8 時 30 分開考。他又提到，

若考生因發燒未能於個別日子應考，康復後仍
可參加其他科目考試。

若情況續惡化 將以成績評分
另外，針對一旦疫情惡化至 6 月 11 日仍未能
開考，文憑試將會取消，全港學校考生將以校
內成績及所屬學校過去文憑試往績作等級評
估，最高評分仍有 5**。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表
示，在公平角度而言，成績評估難以與正式考
試作比較，只是在沒有辦法考試下的一個可接
受方案。他又指，疫情下今年情況特殊，各地

多個公開試已經取消，假如要作成績評估，局
方亦會與外地院校解釋當中的科學化依據，相
信不會影響文憑試的整體可信性。

上課交流較多 復課仍然無期
至於學校復課方面，楊潤雄表示，上課時學
生距離會比考試近，而且有很多互相交流機
會，應該與考試分開兩件事來考慮，局方會繼
績按疫情發展、學校準備工夫和防疫物資供應
三方面作評估，並與持份者多溝通，現時未能
有一個確實的復課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