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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學友社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 

擔心往後出路為主要壓力來源   
 
【香港 2018 年 4 月 8 日】（即時發放）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已開考，學友社於 2018 年 1 月期間，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

逾一千五百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考生面對文憑試的困難及壓力。調查發現，考生壓力平

均分為 6.75 分（10 分為最高），較去年下降 0.37 百分點，壓力指數為 2012 年開始調查以來

最低。 

 

調查結果顯示，同學認為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平均分為 6.75 分，以 10 分為最高，情

況較去年下降；當中約 11%的同學稱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為 10 分（表示壓力大得不能承

受），較去年下降 6.4 個百分點。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認為，文憑試推行多年，

同學愈來愈熟悉課程內容、考試模式、難度和題型要求，加上有更好的準備，所以對考試的

恐懼慢慢減少。 

 

自我及父母期望高 擔心往後出路 

調查亦發現，往後出路（62.7%）、自我期望（46.0%）及父母期望（38.5%）等壓力來源

選項均比往年上升，反映除了課程內容外，同學更加關注文憑試成績能否入讀心儀學科。學

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認為，考生人數減少不代表同學的升學競爭壓力減少，因為

同學及家長會有更高的期望，故此即使大學升讀率有所提升，但考生們在日後出路問題上的

壓力仍較高，特別是常以單一因素（如收生分數或大學排名)去決定升學選擇的同學及家長。

吳寶城建議同學應多了解自己的志趣與條件，及不同類型院校及課程的特色，以更能合理調

整期望及拓寬出路選擇。 

 

逾五成考生望家長給予空間 

關於家長對考生的支援情況，調查發現逾四成學生表示家長在文憑試中有給予壓力，而

當中近三成學生認為該壓力是負面的，情況與去年相若。此外，受訪學生最期望家長「在考

試期間給予空間」（54.3%），「不與他人作比較」（42.5%），「提供良好溫習環境」（30.2%）及

「給予鼓勵」（30.1%）。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陳倩雯認為，父母的期望是考生的重要壓力來源之一，但

家長亦是考生的重要同行伙伴，故此家長可以充當支援者及引導者的角色，可以製造一個良

好的應試環境，並與子女一同認識自我及了解出路資訊，協助子女作出長遠生涯規劃。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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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溝通技巧以及認識同學在應試期間的需要，亦有助學生紓緩面對公開試的壓力。 

 

遇情緒困擾宜與人傾訴 免負面情緒漫延 

調查亦發現，同學認為應考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數學科及通識教育科給予他們的

壓力平均分分別為 6.16 分、6.88 分、6.27 分及 5.98 分，全部均較去年下跌，其中中文及通

識科的下降尤為顯著，相信與大學收生要求改變及學生熟習考試題型有關。 

 

為避免臨場失誤而影響表現，吳寶城提醒考生應先熟讀《考生手冊》，避免違規而被扣

分，亦應清楚了解試場位置及所需交通時間，預早 20 分鐘到達試場。「同學亦不宜考完每科

後急於核對答案，以免影響心情及往後科目表現。遇有情緒困擾時可以嘗試與好友、家人或

輔導機構傾訴，以免負面情緒漫延。」 

 

為應付考生需求，學友社每年提供一系列文憑試考生支援服務，包括學生專線25033399、

出版升學指南、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www.student.hk、升學就業資料中心及面談服務等。此

外，為協助家長支援子女，學友社將於5月19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5時，假座恆生管理學

院舉辦免費「支援文憑試考生家長講座」。（查詢：27287999） 

 

- 完 - 

  

http://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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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學友社 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 基本資料 

 

調查對象：中六學生    有效問卷：1,538 份    參與中學：24 間 

調查日期：2018 年 1 月 

1. 你會怎樣評價文憑試給予你的壓力？ 

 2014 中

六 

2015 中

六 

2016 中

六 

2017 中

六 

2018 中

六 

對 比 10 分的人

數 

平均分 7.38 分 6.83 分 6.99 分 7.12 分 6.75 分 ↓0.37 分 179 

2. 你於過去半年，在準備文憑試時，是否同意有以下情況的出現？ 

 2017

中六 

2018

中六 

對 比 

a. 我很難忍受任何阻礙我

學習的事 

67% 64% ↓3% 

b. 我的情緒容易波動 63% 62% ↓1% 

c. 我很難放鬆自己 54% 54% - 

d. 我很容易激動 52% 51% ↓1% 

e. 我會因緊張而消耗很多

能量 

52% 54% ↑2%   

f. 我很難冷靜下來 39% 39% - 

g. 我經常對身邊事情有過

大的反應 

41% 44% ↑3%  

3. 你的文憑試壓力來自哪些方面？ (最多選三項)  

 2017

中六 

2018

中六 

對 比 

a. 時間不足 51.5% 47.3% ↓4.2% 

b. 課程內容過多 35.4% 35.3% ↓0.1% 

c. 自我期望 39.7% 46.0% ↑6.3% 

d. 朋輩期望 5.1% 6.0% ↑0.9% 

e. 父母期望 31.5% 38.5% ↑7.0% 

f. 學校期望 5.6% 10.7% ↑5.1% 

g. 朋輩競爭 15.9% 19.8% ↑3.9% 

h. 往後出路 47.2% 62.7% ↑15.5% 

i. 社會輿論 7.7% 9.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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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的家長有否給予你考試壓力 

 2017 中六 2018 中六 對 比 

有 41.5% 42.1% ↑0.6% 

沒有 58.5% 57.9% ↓0.6% 

4a 你認為家長給予的壓力是正面還是負面 

 2017 中六 2018 中六 對比 

正面 24.4% 20.8% ↓3.6% 

負面 29.9% 28.7% ↓1.2% 

中性 45.7% 50.5% ↑4.8% 

 

5. 你期望家長在考試期間如何協助你？ (最多選三項)  

 2018 中六 

a. 給予鼓勵 
30.1% 

b. 給予空間 
54.3% 

c. 不與他人比較 42.5% 

d. 陪伴 9.8% 

e. 實質獎勵 7.9% 

f. 提供良好溫習環境 30.2% 

g. 善意提醒 12.0% 

h. 合理期望 18.2% 

i. 提供生活上的照顧 22.7% 

j. 信任及關懷 20.8% 

6. 如果由 0 - 10 分，0 分為無壓力，5 分為適中，10 分為極大壓力，你會怎樣評價修讀

以下科目給予你的壓力？ 

平均分 2014 中六 2015 中六 2016 中六 2017 人數 2018 年 對 比 

a. 中國語文科 7.05 分 6.44 分 6.75 分 6.69 分 6.16 分 ↓0.53 分 

b. 英國語文科 7.57 分 6.96 分 7.21 分 7.10 分 6.88 分 ↓0.22 分 

c. 數學科 6.71 分 6.34 分 6.30 分 6.53 分 6.27 分 ↓0.26 分 

d. 通識教育科 6.34 分 5.86 分 6.28 分 6.44 分 5.98 分 ↓0.5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