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聆聽試疊聲中文聆聽試疊聲 24702470考生獲加分考生獲加分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高俊

謙報道：今屆文憑試中文科卷三
聆聽考試中，電台廣播出現疊聲
，考評局經調查後認為疊聲對考
生的影響輕微，決定向2470名受

影響的考生，按比例增加該卷
分數一至三分，但31名
未能提供合理理據的考
生，則不獲調整分數。

考評局表示，香港
電台已就事件作調查，
證實約23分鐘的廣播內
容曾出現斷續的疊聲，
每次維持0.5至2秒，其
中13分鐘出現疊聲的為
考試內容，其餘10分鐘

則為考生指示等廣播。影響考試
內容的疊聲時間，涉及16條題目
，合共30多分，佔聆聽卷總分約
四成。港台調查後確認，疊聲問
是直播時的技術問題所致，在紅
外線接收系統的試場應考的7920
名考生未受影響。

考評局稱，事後有35個試場
反映聆聽試中出現疊聲問題，另
有2501名考生報告受疊聲影響表
現。當局評估後，認為對考生的
影響輕微，考生仍可清楚聆聽考
試錄音內容，惟部分考生可能因
收音機聲量的大小、聽覺的靈敏
度等因素影響，故決定按考生的
得分比例，輕微調整其中2470名

曾向考評局報告的考生成績，增
加該卷分數一至三分。

其餘31名曾向考評報告的考
生，則因為未能提供充分理據，
例如提出受疊聲影響的時間與港
台發現的時間不符，當局決定不
調整該批學生的分數。

香港電台就事件向受影響的
考生致歉。發言人表示，疊聲問
題源自後備聲帶，在事發當日下
午接到查詢後，技術人員即時查
究問題，在同一錄音室重播有關
聲帶，發現當中的技術問題。經
檢討後已改善廣播流程，並加派
人手緊密監察，確保問題不再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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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膺16星超級狀元
文憑試11人登金榜 逾2.5萬人符入大學

第四屆中學文憑試今日放榜，共11人
考獲七科5**或A級成績，成為 「新科狀元
」 ，當中三名男生同時在數學科延伸單元
（M1/M2）取得5**，榮登 「16星超級狀
元」 。今年全港7.4萬考生中，逾2.5萬人
考獲 「3322+2」 的大學最低入讀門檻，
爭奪約1.3萬個大學聯招（JUPAS）資助
學士學額，平均1.96人爭一席。由於今年
整體考生較去年大減逾5,400人，學友社
預料競逐學額的戰況將稍為紓緩，考獲20
分或以上較大機會獲得大學入場券，較以
往22分為低。 大公報記者 劉家莉

中六畢業生升學出路

【大公報訊】第四屆中學文憑試今日放
榜，被視為 「死亡之卷」的中文科，今年有
52.6%日校考生考獲3級或以上，約31,600人過
關，餘下的考生則 「大學止步」，今年達標
率較去年微升0.8個百分點，是歷來最好成績
。至於英文科達標率則下跌約0.4個百分點至
52.4%，低於中文科。

考評局資料顯示，有192名日校生英文科

取得5級或以上，中文科卻不達標、即2級或
以下，當中11人英文科雖奪得5**級，中文科
卻只得2級或1級。另外，通識科的入學最低
要求為2級或以上，今年日校生達標比率再次
下滑，跌至87.2%，較去年低0.5個百分點，較
前年首屆插水3.6個百分點，是歷年最差。（
見附表）

考評局昨率先公布2015年文憑試成績數據。考
評局秘書長唐創時表示，今年整體考生有74,131人
，包括61,136名日校考生及11,932名自修生，較2014
年整體的7.9萬人大幅減少7%、約5,400人。今年整
體有25,544名考生符合 「3322+2」，即中英文科3級
，以及數學、通識和一科選修科2級，符合入讀八
大院校的最低資格。（見附表）

競爭放緩 1.96人爭一學額
扣除非聯招及非本地生學額後，八大院校提供的1.5萬個資助

學額實際僅得約1.3萬個可供大學聯招（JUPAS）申請，換言之約
1.96名達標考生須角逐一個資助大學學額，較前兩屆2.2人及2.13
人爭一席放緩，但仍有1.2多萬名達標考生無緣躋身八大院校。此
外，有43,762人考獲五科2級（包括中英兩科）或以上成績，符合
報讀副學位課程或應徵公務員職位的基本要求。

尖子考生方面，今年有89名考生五科取得5**，包括一名自
修生；22人考獲六科5**，較去年少兩人。至於奪得七科5**或A
級的 「狀元」則有11人，分別為六男五女，當中一人六科考獲
5**及一科外語獲A。今年三名男生同時在數學科延伸單元（M1/
M2）取得5**，榮登 「16星超級狀元」。資料顯示，首屆文憑試
（2012年）有五名七科5** 「狀元」，第二屆則有九人，上屆就
有12位。

另外，今年因身體問題而申請特殊安排的考生有1746人，較
去年增加約150人，包括視力、聽力或肢體問題，一般會獲延長
考試時間或放大試卷文字。繼2013年獲三科5**的 「唇讀狀元」
曾芷君後，今年再有多名SEN考生創佳績，有兩名男生考獲六科
5**及一名男生獲五科5**。

考獲22分料穩入八大
學友社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指出，今年有25,544名考

生符合大學聯招最低入學要求，達標人數較去年減少，預料學額
競爭將稍為紓緩。學友社預計考生須考獲五科20分或以上，才較
有機會獲聯招學士課程取錄，而處於五科19至21分邊緣水平的考
生，其改選部署宜較為保守，並要留意課程的學科及面試比重。
根據考評局積點分布，今年9669人最佳五科成績奪22分或以上，
料可穩入八大， 「19分至21分」的邊緣群組則有7244人。

【大公報訊】中學文憑試今日放榜，考生修讀
三年新高中課程所付出的努力，將反映於一紙成績
表上，考生難免緊張。

學友社自7月10日起設立38條 「放榜輔導熱線
25033399」，截至昨日下午四時，共接獲575個求助
個案。

其中，家長佔48%，整體查詢個案中，42%查詢
放榜準備、34%查詢聯招以外的自資副學位課程及
21%查詢聯招課程及排序策略。

【大公報訊】今屆文憑試的違規情
況比去年有所改善，僅一名學生被揭在
校本評核中抄襲，比去年減少七人，該
名學生已被取消校本評核的成績及降級
懲處。

考評局表示，今年共有12個甲類科
目有校本評核，評核工作整體暢順，只
收到一宗抄襲個案，涉及電腦與資訊科
技科，由學校揭發並上報。當局根據去
年所制定的程序調查後，發現該個案屬
嚴重抄襲，決定取消該名考生的校本評
核成績，該科的整體成績亦被降級。

考評局公布，本屆文憑試有五人在
試場內拍照或將電腦條碼照片上載至互
聯網，比去年增加一人，涉及學生均被
降級處分。攜帶未經許可物品到試場的
考生有68人，比去年減少三成多，絕大
部分違規個案是考生不慎在考生證內夾
有其他考試試卷，涉及學生均被扣分處
理。違反手提電話規則，有58宗；在聆
聽考試時遲到、沒有自備收音機或攜帶
違規儀器則有475人。

另外，考評局本年收到7368宗網上
報告異常情況，比去年大幅增加三成，
絕大部分都是考生報告疊聲情況。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李梓媛報道：
2015年文憑試今天放榜。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日到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青衣分校參觀
，鼓勵應屆考生如未能入讀傳統大學，也可
以選擇職業教育課程。

IVE青衣分校學生即場為梁振英介紹了不
同的發明品。例如 「社交機械人NAO」，是
為方便長者生活而設計，可提示吃藥時間，
也可以提供即時新聞訊息、天氣資料等。 「
羽毛球機械人」更是《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

賽2015》的亞軍作品。
參觀過後，梁振英表示，政府希望可以

做到 「行行出狀元」， 「就像今天參觀的這
所學校一樣，他們提供了科學課程，與傳統
大學的成就不一樣，為不同志向的青年人提
供了更多選擇。」他說政府正積極籌備更多
職業教育課程， 「職業教育進修小組已經
在七月提交報告及建議，希望可以盡快落
實，為青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發展及就業
機會」。

◀梁振英參觀IVE青衣分校
，視察學生發明的機械人

實習記者李梓媛攝

梁振英勉考生：可選職業教育

死亡之卷達標率歷屆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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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接575求助個案

課程

學士學位

副學位

內地升學
毅進文憑
中專／
基礎文憑
台灣／
海外升學

學額

15170（資助）
約9060（自資）
11000（資助）
22500（自資）

78所院校免試取錄
約5000

6600

--

基本要求

3322+
2或3

5科2級

3322
中六生

中六生

中六生

機構名稱

學友社
青年協會DSE@27771112
聖公會職志輔導計劃
明心窗
同您心
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4小時熱線
生命熱線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

電話

27287999
27771112/27778899
82039070/82039071（學生線）、82039071（家長線）
23341879/55996906（WhatsApp）
28811511（學生專線）、28951346（家長熱線）
23892222
23820000

資料來源：教育局

註：以日校考生成績計算，達標率為大學最低
要求3322

資料來源：考評局

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

2015年

52.6%

52.4%

81.8%

87.2%

2014年

51.8%

52.8%

80%

87.7%

2013年

52.3%

48.8%

80.8%

88.5%

2012年

49.8%

50.1%

79.7%

90.8%

歷屆文憑試
四大核心科達標率

2015年文憑試放榜輔導熱線

▲本屆文憑試成績與往年相若，逾2.5萬人考獲 「3322+2」 的大學最低入讀門檻，爭奪1.3萬
個聯招學士學位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黃詠君報道：由恒生管理學院創校校
長崔康常開辦的 「宏恩基督教學院」獲准開校，昨天宣布已獲20
間中學校長同意推薦學生，又會與戒毒學院正生書院合作，取錄
成績達標並通過面試的文憑試畢業生。校方表示該校繼樹仁大學
後第二所開考全日制社工課程的大專院校。

宏恩基督教學院昨宣布，已獲教育局批准註冊為專上學院，
今年九月開辦工商管理（服務營銷及管理）、社會工作和心理學
三個全日制自資榮譽學位課程，首年提供180個學位。學費每年
分兩期支付，首兩年為六萬元，其後兩年則為6.5萬元。

宏恩工商管理學院系主任林國健表示，該校是全港首個結合
市場學和管理學的工商管理學科，內容針對超過九成的服務行業
。社會工作學院院長關銳煊稱，現時社會對社工的需求殷切， 「
根據統計，社工應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香港有700萬人口，理
應有14萬社工，但現時只有兩萬。」校方又稱，現時只有樹仁大
學提供全日制社工課程，宏恩是第二間，加上學生一向對社工和
心理學很有興趣，故對社會工作和心理學課程的收生有信心。

崔康常校長稱現時學生讀大學選擇科目大多以錢看，忽略了
讀大學的真正意義。學院已成立200多萬的獎學金，讓家境清貧
的學生繼續升學。 「我曾經都是窮人出身，絕對不會因學生冇錢
而冇得讀書！」該校由他和一群基督徒創辦，校董包括理大協理
副校長石丹理、公開大學科技學院院長何建宗。

宏恩基督教學院獲批專上學院

整體考生：74,131人

日校考生：61,136人

狀元（7科5**或A級）：6男5女

6科5**：22人，包括2名SEN男生

5科5**：89人，包括1名自修生及1名SEN男生

符合大學最低要求（3322+2或以上）：25,544人

符合入讀副學位（5科2級或以上）：42,762人

最小和最大考生：12歲（只考1科）及15歲（5科）／65歲

2015年文憑試概況

註：以全體考生計算 資料來源：考評局

◀學院昨以流
動資訊專車形
式遊走九龍塘
和旺角一帶，
為文憑試學生
提供另一個學
士學位的新選
擇

實習記者
黃詠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