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楊天智

疫情日趨嚴峻，全港學校停課之下，
中學文憑試（DSE）的放榜安排備受關注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布，後日（22日）
DSE將如期放榜，她強烈建議學校以電子
方式發放成績，這種做法為 「史上首次」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網誌中表示，學生
升學途徑多、本地專上學額充足，呼籲學
生無須過分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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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疫情再趨嚴峻，政府倡學校以電子方式發放文憑
試成績，校方亦可派代表領取實體通知書 資料圖片

專家貼地提示：
考生應多手準備

【大公報訊】中學文憑試（DSE）
後日放榜，學友社除已在上周六（
18日）起開放放榜輔導熱線外，亦
會於放榜前一日（21日）通宵解答
學生問題。專注學生輔導工作的學友
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今年考生
成績變數多，建議考生要作多方面估
算，並留多手準備；他又提醒考生，
目前學額數量比考生數要多，學生不
應 「為讀而讀」 ，呼籲學生按興趣升
學。

暴疫夾擊下，今年DSE考生面對
停課以及部分學校模擬試取消等不確
定因素，放榜在即，難免感到緊張和
困惑。吳寶城建議，考生預估自己成

績時，可將成績劃分為合乎理想、超
乎理想及未如理想三個範圍，以免因
放榜後大失預算而驚惶失惜；他又認
為考生可採取 「博前穩後」 的原則，
將心儀科目放在第一、二志願，而第
三志願應選擇更穩陣的科目。

因應疫情，今年大專院校收生方
式亦有變動，不少院校只設網上報名
及面試。

吳寶城建議學生多加留意各院校
宣布的安排，同時留意面試當日物資
準備，如電子版的個人資料，和準備
好信用卡或其他電子支付方式以交留
位費。
學友社放榜輔導熱線：2503 3399

【大公報訊】記者黎慧怡報
道：今年不少文憑試考生選擇到

內地或海外升學。有考生認為內地發
展前景較好，希望入讀內地高校；有
升學顧問預計，今年全球選擇海外升
學的學生較少，鼓勵有志海外升學的
本地考生不妨大膽揀選水平更高的學
校。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
港）中心上月中公布參加內
地高等院校免試招生計劃的
考生數字，顯示今年有3993
名考生通過文憑試收生計劃
，以DSE成績直接報讀內地
院校，比去年增加14%，數
字創七年新高。

應屆文憑試考生張同學
指，希望升入廣州的中
山大學，就讀信息技術

科。他表示，綜合自
己目前的成績，及香

港和內地的

收生政策安排，最優選擇就是中山大
學；且內地電子科技行業發展前景較
好，市場亦更廣闊。

部分學科前景勝港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

，內地院校報名數字增加，除內地經
濟發展較好的因素外，與內地對港生

的收生政策，可以較低分數入讀排名
較前大學亦有關。他續指，內地院校
部分學科如工程、國際關係及中醫等
，前景比香港佳，更吸引考生報讀。

今年亦不少考生選擇報讀海外院
校。英國文化協會指，今年經英國大
學聯招報讀人數比去年升一成半，為
首屆文憑試以來新高。

領優教育中心創辦人
、 升 學 顧 問 吳 語 庭 （
Adrian）預料，疫情下全
球報讀海外大學的學生人
數或相對減少，因而大學
的收生標準或相對降低，
競爭沒有以往激烈，因而
鼓勵應屆DSE考生不妨大
膽作出更加進取的選擇。
另外有升學顧問提醒考生
，美國今年或以網上授課
為主；澳洲國際航線
尚未通，今年未必可
入學。

港生選內地升學
人數創七年新高

▲廣州的中山大學是大灣區內頂尖院校，一直是香港考生優
先選擇的學府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公布一系列防疫措施，
包括宣布DSE如期在周三放榜，並要求所有學校
放榜日採取特別應變，在網上或使用電子版成績
通知書獲取及發放成績，避免學生回校聚集；如
果學生需要輔導，亦可以通過網上或者電子方式
進行。考試及評核局日前向所有中學發通告，指
出文憑試放榜當日，所有學校都可以透過有關系
統下載學生成績單。

自修生亦可上網查閱
有關安排是 「雙軌」 進行，學校可以選擇其

一，又或可按自己安排派發電子及實體證書。學
校可以在當日早上七時，以校長賬戶從系統下載
學生成績單；學校亦可派一名代表，按照學校編
號前往荃灣或灣仔的辦事處領取實體的成績通知
書。至於自修生方面，成績通知書會經郵遞寄發
，自修生亦可於當日早上七時起登入DSE網上服
務賬戶查閱成績。

另外，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發表題為《人
生考場處處見 多元發展路路通》的網誌，表示
在2020/21學年，各院校共提供約52600個全日制
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學額，可滿足今年約
44600名日校文憑試考生的升學需要。除此之外

，同學可因應個人興趣及能力修讀資助或自資專
上課程，亦可獲得32100元免入息審查資助。

學校難安排心理輔導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杰表示，打算將PDF版本

的成績單以電郵發放給同學，但擔
心有家長或私立大學對紙質成績單
有需求，因此會讓家長到學校領取
實體成績單。

校方之前打算於今日舉辦DSE放
榜輔導學習，但因應疫情，已經改為
在網上舉行，在DSE放榜之後則會為
學生舉辦填寫志願的網絡輔導。

伍校長坦言擔心有學生成績不理
想，會有負面情緒， 「可能會安排小
部分該類學生返校進行心理輔導，但
一定會避免同時太多人聚集」 。

今年不少大專院校都設置了網絡
報名環節。明愛專上學院校長麥建華
指出，今年該校由選科、面試到上課
均安排在網上進行，可能比線下排隊
速度更快。職業訓練局則指會在放榜當
日設立熱線，向學生發放更多資訊。

楊潤雄：專上學額足 考生勿憂心
文憑試後日改網上放榜史史

全民抗疫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
眼下，疫情失控蔓延是威脅香港的最大危機

，是市民最關心的焦點，抗疫成為當前及未來一
段時期壓倒一切的大事。為了抗疫，特區政府需
要堵住所有漏洞，準備系列預案，採取一切必要
的措施，包括推遲立法會選舉以減少人群聚集帶
來的播疫風險。

一個月前，香港社會還沉浸在疫情受到控制
的喜悅氣氛中，大家相信生活將很快恢復正常，
粵港澳三地互認健康碼、解封通關都在緊鑼密鼓
地進行中。不料踏入七月，香港爆發第三波疫情
且情況不斷惡化，很多確診個案找不到源頭。前
天，確診個案累積至一千七百七十八宗，超過十
七年前沙士的感染總數，這是一個可怕的分水嶺
。昨日，確診個案首次 「破百」 ，達一百零八宗
，再創單日染疫新高，這還未計入初步確診的六
十宗個案。毫無疑問，香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抗疫進入最關鍵時期，我們面對兩種前景：抗疫
做得好，香港可以像北京那樣，以較小代價在較
短時間內控制疫情；做得不好，香港將重蹈美國
等抗疫失敗地區的覆轍，最終將付出多少人命傷
亡的代價，經濟損失多大，實在無法想像。

為避免最糟糕的情況出現，特區政府昨日宣
布多項措施，包括公務員在家工作，暫停所有非

緊急公共服務；研究訂立新例，強制全民在所有
室內公共場所戴口罩；晚市堂食禁令延長一周；
文憑試網上放榜；改建亞博館作為檢疫場地，騰
空鯉魚門度假村單位交醫管局使用等。特首林鄭
強調，將根據防疫需要採取其他必要的措施。政
府抗疫決心毋庸置疑，社會反應也相當正面，從
記者街頭訪問來看，市民都認同抗疫是當前重中
之重，理解並願意配合政府抗疫措施。

但儘管絕大部分市民願為抗疫出一分力，反
對派卻肯定不會遵從。為了實現立法會 「35＋」
的圖謀，戴耀廷等一早設計好 「真攬炒十步」 ，
勢必抗令到底。必須指出的是，若立法會選舉如
期舉行，播疫風險不僅在於投票的九月六日當天
，更在於之前的大規模社會動員。就在昨日，攬
炒派又藉口所謂 「721事件」 周年申請遊行活動
，即使有關申請被警方否決，但搞事者我行我素
，在元朗一家商場內高喊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 等涉 「港獨」 內容、違反國安法的口號，挑釁
警方，多名攬炒派區議員被捕。

香港在抗疫方面曾表現優異、備受國際社會
肯定，之所以功虧一簣，癥結在於反對派 「攬炒
」 之心不死。七月一日，反對派無視警方反對，
發動反國安法遊行，大量人群聚集且有肢體衝突

，情況十分混亂，當時就有人擔心傳播疫情，結
果是一語成讖。非法遊行數日後，香港爆發了疫
情第三波，且多是本地社區爆發，與第一波、第
二波的以輸入個案為主截然不同，這絕非時間巧
合那麼簡單。

更加可惡的是，當政府收緊限聚令之後，反
對派一意孤行搞 「初選」 ，一周前於全港設立二
百五十多個票站，並得意洋洋地宣稱有逾六十萬
人參與投票。儘管這個數字有 「發水」 成分，但
不可否認的是，大量人群聚集帶來助疫為虐的惡
果。不難發現，凡是近期的疫情爆發點，非法票
站 「總有一個在左近」 ；票站愈多，感染者愈多
。舉黃大仙區為例，一共設有二十三個票站，單
單慈正邨就有兩個，而慈正邨恰恰就是新一波疫
情的重災區；再看第三波疫情最早淪陷的沙田水
泉澳邨，樓下就設有票站，當時樓宇監督要求停
止投票，但攬炒派區議員只是取巧地暫停投票半
小時，又讓票站繼續運作。

香港疫情第三波爆發，與攬炒派的一系列政
治活動高度脗合，攬炒派搖身變為 「播疫派」 、
「靠害派」 。近日有多名染疫者死亡，攬炒派須

負起最大的責任。有水泉澳居民控訴 「攬炒派害
死我們」 ，道出一個無法迴避的冷酷事實：香港

防疫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既有新冠病毒，又有政
治病毒，雙疫齊發，香港需要 「兩線」 作戰；特
區政府防疫的最大挑戰，在於攬炒派為了一己政
治私利，為了奪權及攬炒，無所不用其極，他們
連殺人縱火的事情都做得出，還有什麼做不出？
可以斷言，立法會如期選舉，等於給了攬炒派最
大的藉口繼續搞政治， 「奉旨」 違背限聚令。

健康無價，生命只有一次，但選舉卻可以從
頭再來。在全民抗疫這個壓倒一切的當前要務之
前，其他的都必須讓步。政府是時候從科學、專
業抗疫的角度，嚴肅認真考慮推遲選舉，這是對
全社會負責任，與反對派例牌抹黑的所謂 「政治
打壓」 沒有半毛錢關係。老實說，書展可以推遲
，為什麼立法會選舉不可以推遲？數百萬選民參
與的選舉再重要，難道比全球人關心的奧運會更
重要？東京奧運會尚且需要因應疫情問題而推遲
一年舉行，為什麼立法會選舉不可以推遲一年半
載，等到疫情平息後再考慮？

抗疫！抗疫！抗疫！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
社會未來。疫情控制不住，一切都無從談起。在
目前情況下，不能拘泥不化，不能閉着眼睛按程
序辦事，盲目堅持立法會選舉必須如期舉行，應
該當機立斷，立即研究延期選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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