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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比拼〕

首屆中學文憑試放榜

中中英中文憑試各領風騷

北區風采中學升學率77%
文憑試各校成績統計表
學校性質

英中

新英中

中文獲二級或
英文獲二級或 符合大學入學要求
以上比率（%） 以上比率（%） （33222）比率（%）

學校名稱
聖言中學

100

100

77.0

香港真光中學

99.2

100

80.8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100

100

93.0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100

100

87.0

風采中學

99.4

100

77.1

港島民生書院

97.7

100

63.7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97.6

100

76.2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100

100

91.8

基督教宣導會宣基中學

100

100

84.8

中中

福建中學

99.4

100

67.3

直資

港大同學會書院

91.9

100

67.0

資料來源：上述各校
◀福建中學校長林建華（左五）與文
憑試 5** 成績部分獲得者合影：林
秀樺（左一）
、林慧怡（左四）
、李皓婷
（右三）
本報記者于敏霞攝

首屆中學文憑試放榜，不論中中、英中以至新晉英中都傳捷報。力爭躋身北
區名校之列的風采中學，五科考獲 4 級（相當於高考 D）的學生為三成半，比全
港平均率高一倍。青衣的保良局羅傑承（1983 年）中學有一半考生在四大主科
取得四級以上成績，張芷喬更是全港一百多名中英文皆獲最佳分數 5**的考生之
一。潮州會館中學的王施敏則考獲 6 科 5*級及 1 科 5 級的佳績。保良局董玉娣中
學和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都有九成學生考獲升大學資格。
本報記者 呂少群 于敏霞
粉嶺風采中學詳列該校文憑試戰績。全港
七萬考生，三成七考獲 「
3322」資格，該校為
七成七，五科取得四級以上成績的三成半，比
全港水平高一倍。風采中學校長曹啟樂說，該
校中國歷史和通識科獲四級率都超過八成，足
比全港平均率高五成，體育和生物更是全達四
級。

羅傑承中學考生摘四科 5**
青衣保良局羅傑承（1983 年）中學，在中
英數通識四大必修科考獲二級的比例由九成半
至百分百不等。校長許永豪說獲四級的近一半

，成績相當滿意。該校張芷喬考獲四科 5**，是
全港僅有一百二十一名中英文皆摘最高分的考
生之一。她在通識科和企會財也獲 5**，喜出望
外的她最希望入讀中大心理系，最喜歡讀張曉
風的散文。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和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中英文二級率都是百分百，前者符合升大學率
九成三，後者為八成七。將軍澳宣基中學與這
兩間英中不相伯仲，全部考生都符合 「
22222」
升讀副學士資格。通識科更有七名考生獲得最
高分的 5**。港島民生書院英文科全部考生獲二
級以上成績，符合升大學率者六成三，孟詠欣

和莊義銘同獲六科 5**佳績。（見附表）
觀塘中華基督教蒙民偉書院全校考獲二級
以上成績 97.8%，考獲 4 級者 42.9%，英文科獲 4
級者 19.3%，中文科考獲 4 級 32.7%，通識科則
為 56.1%，其中十人獲 5*。被譽為 「
Q」嘜中學
的馬鞍山潮州會館中學也出了狀元，王施敏考
獲 6 科 5*級及 1 科 5 級佳績，包括數學延伸單元
一。她希望能入讀港大醫科，將來繼續進修成
為法醫。

荃灣梁省德中學表現佳
直資中學方面，天水圍香島中學英文及格
率 90.6%，福建中學和港大同學會書院考獲大學
資格者都近七成。
另外，曾被稱為九反學校的荃灣梁省德中
學，今年文憑試中文和通識科二級率同為百分
百，英文為九成八，表現令人刮目。該校校董
、直資真道中學署理校長雷其昌表明，對中文
中學來說補底最關鍵，梁省德就得益於多年下
苦功補底，這也是中中擺脫困境的關鍵。

唐創時否認通識放水
考生特別重視故有好表現
【本報訊】中學文憑試四大核心科之一的通識科一直備受
爭議，但達標率卻高達九成一，遠超其餘核心科十個百分點。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昨出席電台節目時強調，逾九成考生於通
識科考獲二級或以上，並非考評局 「放水」，認為由於是通識
科首次成為必修科，考生特別重視故有較好表現。
唐創時表示，文憑試的成績不再是 「拉曲線」，而是以水
平參照的方式評級，難以和高考成績直接比較，又指文憑試的
四級成績，大概相當於高考的 D 級。考評局稍後會將部分通識
科的答題上載至網頁，供下屆考生參考，例如達到第二級水平
的答題，到底大致如何。
唐創時強調，通識科的評核，只審視考生的答案，是否有
充分理據，不會考慮政治取向。考評局已開始收集閱卷員及學
校的意見，檢討文憑試。
此外，二○一三年中學文憑試將在四月八日開考，較今年
稍遲，但放榜日就訂在七月十五日，較今年早了五日。唐創時
稱，有關安排是回應了考生的訴求，讓考生有較多時間溫習及
籌備出路。

顏寶玲書院七成考生達標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保良局顏寶玲書院繼誕生高
考 6A 狀元之後，文憑試再創佳績！該校副校長郭劍輝透露，七
成文憑試考生達到入大學三三二二標準，四科達到四級的學生
達到 37%，更出現 3 位滿分狀元，六科成績達到 5 或以上。

官塘福建中學放榜記
榜記
本報記者 于敏霞
一大早，官塘福
建中學二樓禮堂裡坐
特稿
着、站着滿滿的學生
、家長及輔導老師等待放榜。校長林建華為獲
得 5**的 9 位同學及 5*的 8 位同學頒發獎狀，大
家報以熱烈的掌聲。
獲得數學物理兩科 5**、生物 5*及三科 5 的
林慧怡理科很好，她興趣廣泛，尤其喜歡醫學
、建築與工程，她高興的同時亦充滿擔心，
「考 生 這 麼 多 ， 不 知 遊 戲 如 何 玩 法 」 ， 而 且
「中文與通識令人擔心」。獲同樣成績的李浩
婷目標是科大，感覺成績 「很意外」，學校成
績與高考畢竟不同，是次達預計最好成績，曾
經做最壞的打算， 「差點報副學士」，但現在
亦 「很麻煩，還要修改志願」。
該校唯一通識 5*學生林秀樺中文及中史獲
5**，地理歷史獲 5，她希望上 「中大的中國語文
教育，將來做老師」。談到通識科，她說 「考
試時要注意寫中心句、分點答、條理清晰，由
於學校平時對不同議題訓練多，答題並不覺難
」， 「答題時不只關注字寫得漂亮，最重要是
速度，否則可能寫不完」；她亦分享 「平時要
多看新聞，要正反兩面分析，自己思考；不能
完全否認他人觀點，如不同意要提出自己的觀

教聯籲考評局公開答卷
◀福建中學在放
榜後即時為學生
提供心理輔導
本報記者
于敏霞攝
點」， 「最喜歡個人成長及今日香港專題，因
與自己關係密切，現代中國部分距自己遠不了
解，很難」，她亦報名內地免試收生， 「曾獲
廣州中山大學面試，未被錄取；後被華東師大
預錄取」。
校長林建華對學生的成績 「很滿意，所有
科目達 2 級或以上百分比均高於全港水平」。他
談到學生成績 「超出預計」，三年前即有計劃
希望有一半學生可入大學，目前看 「應有八成
學生有入大學的機會」。
林校長說第一次文憑試，沒有經驗， 「對

成長歷程不止是考試
考評局秘書長

▲唐創時（左二）昨發表網誌，勉勵考生

唐創時
今天是首屆
文憑試放榜的大
考評局網誌
日子，我大清早
便回到考評局的
灣仔辦事處，親身體會向學校發放 「成績通
知書」的工作，同時為負責的同事打氣。早
上七時未到，不少學校職員已到達灣仔修頓
中心辦事處，當中除了學校的職工外，亦有
不少副校長、主任和老師，雖然今天大家要
特別早起，但他們都希望第一時間把同學的
「成績通知書」送回學校，以作對同學的支
持和鼓勵。這個情境不禁讓我回想起過去數
年，考評局傾力以赴，與學校和老師並肩合
作為推出新學制和革新公開考試付出的努力
與承擔。
超過七萬考生參加的文憑試於五月底完
結，數以千計的考評人員在短時間內完成過
百萬份答卷的閱卷和評級工作，全賴學校和
教師的充分合作和協助，才能順利於今天放
榜。隨着嚴謹的閱卷及評核工作完成，考評

全港所有學校都有壓力」，學校 「有多項措施
促進學生學習」，包括 「開辦中英文加強課程
；建立小組輔導與導師制，全校五十教師每人
負責 3 至 4 名學生的心理輔導及制訂目標出路；
與家長很好地溝通以得到支持；為學生創多元
出路，如與華僑大學、中山大學及台灣、加拿
大、歐洲的學校聯繫，用校內成績即可推薦；
繼續開辦已六年的大學先修班；二十多人的小
班教學保證教學質量與輔導」等。林建華亦認
為該校的 「
中文與英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局同工便要馬不停蹄地以特製的紙張印發
「成績通知書」，又要把成績資料送交大學
聯招辦事處以及相關機構，方便考生報讀不
同的課程或到海外升學。
放榜亦標誌着高中畢業同學踏入人生新
階段，大家感到緊張和憂慮在所難免，但不
要忘記，整個香港社會，特別是教育界都十
分重視同學們的發展，多個教育和培訓機構
保持緊密聯繫，以專業的協作精神，務求全
方位地支援同學。
考試可以幫助大家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果
，在溫習的過程中更可溫故知新，掌握所學
的知識；同學亦可把考試視為對學習成果作
出階段性的總結，讓大家好好計劃未來學習
與發展的路向。
考試雖然重要，但在成長的歷程中，考
驗不只局限於一兩次的公開考試，文憑試成
績亦不足以論斷整個人生的成敗。我們需要
不斷摸索和嘗試才會找到合適自己的路。世
界每天都在轉變，新知識、新行業及新機遇
也不斷湧現，年輕人只要具備獨立思考和解
難能力，並樂於與人溝通和合作，無論最後
是選擇繼續升學或投身社會工作，定必可以
通往成功的康莊大道。
我祝願各位考生一切順利，健康快樂！

【本報訊】對於第一屆新高中文憑試成績，香港教育工作
者聯會呼籲考評局提供真實考生答卷以向大眾和學界說明。談
及二萬六千人考獲升大學資格但一半成績達標而無學額，教育
評議會執委許為天呼籲適當擴充大專學額，才能滿足學生和香
港長遠需要。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說，考評局去年向學界和社會公布所有
新高中學科樣本試卷，以及由 1 級至 5 級水平參照的模擬學生作
答示範。但教聯會認為，經過第一屆考試，與其使用模擬的考
生作答樣本，不如利用第一屆考試中不同等級的真實考生的答
卷，方便前線學校更加準確地掌握 1 級至 5**級的真實而非模擬
考生的作答表現。 「這樣亦有利社會人士包括家長和僱主深入
理解這個新的評卷準則。」
另外，本報校園專欄《新學制．新家長》作者許為天表示
，七萬文憑試考生中，三成七（二萬六千人）考獲升大學資格
，成績令人滿意，唯一是只得一半資助學額可以吸納，這未必
符合青年人發展需要。他說教評會一向主張，香港的大學普及
率要同世界主流看齊。

文憑試軟着陸
沙

鷗

首屆中學文憑試終告放榜，整
體成績尚算令人滿意。在教育局來
記者角
說，應該可以鬆一口氣，起碼做到
了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去年上任之初表明的 「軟着陸」，這包
括考試流程順暢，成績發放迅速。事實上，昨天放榜所見，無
論校長、教師、學生以至家長，都沒有太多抱怨，這在近期充
斥非理性聲音的香港社會，實令人驚喜。
除了七萬名首屆文憑試考生昨天放榜，上月廿九日還有四
萬末屆高考生放榜，合計十萬考生，要爭奪分屬自己那一屆的
一萬五千個政府資助大學學位，教育局也表示十萬學生有十一
萬學額，包括資助和自資學士、副學士和高級文憑以至於三萬
多個毅進學額。
可以說，學額是足夠的，但正如觀塘區家長教師會會長奚
炳松所稱，多年來關於新學制的宣傳，總給人錯覺人人可以上
大學，結果可能是更大的失望和不滿，皆因政府資助和自資的
大學學額也是一萬七千多個而已。政府宜多方宣傳多元出路，
包括到內地以至台灣升大學，可惜普遍家長和學生視為次等選
擇。
今年有二萬六千考生（佔總額三成七）考獲升大學學士課
程基本資格，但政府規劃的升大學率為五分一至六分一，處身
全球化年代，尤其推動知識經濟，學歷提升似是必然，否則政
府近幾年也不會力推資歷架構，即學士等同第五級，副學士和
高級文憑為第四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