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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負： 成為香港最優秀的青少年服務機構之一，致力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長、造福社會。

使命： 創造有利條件，以協助青少年建立自我、貢獻社群。

價值觀：我們重視：
 ● 青少年在發展自我的過程中，面對一些困難和阻

力，這些困阻如處理得宜，可以成為他們成長的

動力和助力。

 ● 青少年擁有獨特的潛能，在其成長與發展的過程

中，必須透過體驗和實踐，不斷地探索和發揮。

 ● 青年人對社會發展的承擔，青少年須透過關懷別

人，投入社群，以完善的人格，回饋社會。

 ● 良好的成年人榜樣，在青少年建立自我的過程中，

擔當著正面而重要的角色。

 ● 家庭是培育青少年成長的地方，強化家庭功能有

助培養積極正面、關懷社會的新一代。

 ● 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

 ● 童軍運動的方法，有效地促進青少年身心發展。

活動花絮+讀者回應欄

伯特利中學學校社工與本社朗屏中心社工於2013年11

月12日至12月10日期間於學校為12位非華語學生安排理

髮技能訓練，由一位理髮導師到校教授學生基本理髮知識

及技巧。學校社工並安排學生於2013年12月21日到元朗

洪水橋新界婦孺福利會屈柏雨紀念老人中心為長者提供義

務理髮服務，以達致「學以致用、服務社群」的目的。在

服務過程中，長者亦教授義工學生賀年紙花手藝，部分義

工學生向長者以華語介紹尼泊爾國家風土文化特色，並加

插有趣的問答比賽，最後致送禮物予長者，活動在歡愉輕

鬆氣氛下結束。

2013年12月20日，基朗中學魔術義工隊為

愛德（鳳琴）安老院進行了一次魔術表演及探

訪活動。16名義工隊成員表演了精彩的魔術給

院內的長者欣賞，接著和長者玩遊戲送禮物。

當中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是第一次參加義工活動，

表示自己將學到的魔術令長者開心是一件快樂

的事，同時亦明白長者需要多關懷。成員正積

極排練新魔術，並於2014年4月的長者服務日

為他們再帶來更多的歡笑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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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軍(非華語學生)-長者理髮技能訓練及服務

長者教授義
工同學賀年
紙花手藝

魔術義工隊—長者義工服務日

 伯特利中學 - 駐校社工  胡偉明先生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 駐校社工  植燕怡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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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新高中簡介 + 訪問 訪問

新高中簡介  新高中簡介  
「3+3+4」新高中學制於2009年9月正式推行。2006年9月入學的中一新生將是

新高中學制的首批學生。

學生在完成三年初中及三年高中課程後，須參加中學文憑考試，達到一定水平

後，便可入讀四年制的大學學士學位課程或其他專上課程。

學生除了修讀四個必修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外，亦

選讀二至三個選修科目，這些選修科目可選自不同學習領域的新高中選修科目、應

用學習課程及/或其他語言課程。課程打破傳統的文理分流，科目多元化，能配合

不同學生的興趣、性向和能力。學生透過參與其他學習經歷，獲得德育及公民教育、

體育發展、藝術發展、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本年已踏入第三屆的新高中課程，過去兩年完成中六的學生、教師及家長對新

高的看法及經歷是怎樣呢？以下內容，透過三篇訪問，讓讀者了解被訪者眼中的新

高中及在學習壓力、精神健康和生涯規劃三方面所帶來的影響。

你認為新高中學制與舊高中學制有何不同?
首先舊制採取精英制，會考成績好才能升讀中六，再競爭考入大學。舊制中五會考較
A-level容易，但相對於新制，中學生在中學階段少讀一年。而在舊制升上中五後，一般
學生未能吸收所學的便要參加會考，感覺太急。

新制的好處是每個人均有公平機會讀中六，並且可以考DSE，較舊制優勝。而且同學有
中六程度，若考不上大學，仍可在其他方面繼續進修。

新制缺點是壓力大於舊制，因舊制可於中五會考後喘息一下，再進修兩年才考大學。但
新制是把中四至中六，三年所學的用來應付DSE，所考的範圍多了，而參加考試的人數
較以往高考多，競爭也更大，而新高中考試制度是一次決勝負，使同學倍感壓力。

在舊制如會考成績符合高考基本要求，考生仍可繼續讀中六，於中六中七努力去考大學，
加上有部份學生不會報讀中六課程，相對地參加大學考試的人數較少，競爭者少了，考
入大學的機會便增加。

新制(新高中)或舊制，那個考試制度比較適合自己?
新制。因為可以完成中六程度，較舊制中五程度為佳。所學習的事也多些，且能留在學
校生活多一年時間，較好。

新高中學制對你有什麼的影響?
壓力大，影響情緒常很緊張，像要去打仗一樣! 尤其踏入中五開始。很多同學覺得這公
開試是一次性的，一般會覺得很難考獲合格。自己整個生活節奏要改變，心情要投入考
試內，會喪失很多學校的正常生活，感到不安。

你的校內成績可以升讀中六，為何要求重讀中五去準備DSE?
因為在初中時讀書壓力少，著重食玩而不重學業，根基不穩，升上高中後覺得根基差及
無明顯進步，估計自己會無信心考獲DSE合格，未達到進入大學的要求，故要求重讀中
五，以打穩根基，並可準備中六的課程，增加考入大學的機會，不想浪費整個中學時間。

你於2015年應考DSE，有什麼的期望?
希望在心態上要準備好，會盡全力，認真去面對考試，期望自己可以考入大學。期望
2015年能把自己所學到的知識用到出來。因相信盡力後，就算考不上大學也感安慰。

重讀中五對你有什麼的影響?
最大的影響是要適應過一批新的同學，新環境，新學科及新老師。最困難是要在短時間
內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要調節對自己的期望，如老師期望自己的成績較其他同學為好，
自己也要求自己有進步，所以會分心於重讀事情上的適應，而未能全面專注於DSE。此
外，擔心自己的成績若不如往年，會埋怨自己浪費多一年時間。所以期望這年成績比去
年高，能夠適應生活，妥善分配時間及懂得面對壓力，並且會努力於中五，以証明自己
重讀的選擇是正確的。

對於DSE，你有何看法?
我自己沒有考過公開試，不太了解。但感覺上，知道以前有會考有高考，現在卻感到一

次定生死。我只能從女兒，老師口中了解要努力上大學，如果不上大學都不知道有什麼

途徑可以再進修，我只懂得女兒如不成功考入大學，好像有自資課程，但也不太了解，

只知道有些課程是很貴的。

作為中六級的家長，對於子女來年應考DSE你有何感受?
我覺得有點擔心，每晚見到女兒溫習及完成家課至深宵，而且亦感受到她的緊張。對小

測的成績很在意，見她已盡力但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成績。儘管做父母都已經不給予壓

力，不過總是希望她的努力可以得到回報。眼見她每晚不是溫習就是做家課，欠了休息

的時間，實令人心痛。但我只可以繼續支持，不過亦怕這些支持做成了壓力，所以自己

有時都不懂得處理。

你覺得學校可以如何在DSE一事上支援家長呢?
其實我知道學校在放榜前有家長講座，不過最希望可以改為在中六學期初或中五已舉行，

讓家長可以更了解DSE是什麼的一回事。我學歷不高，所以有時都只可以透過其他家長
或老師的口述來了解DSE的資訊，如果學校可以為中六的家長多講及考試的形式或升學
就業的途徑，相信會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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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訪問–學生眼中的新高中(重讀篇) 

訪問：一位重讀中五的學生

訪問–家長眼中的新高中訪問–家長眼中的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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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參與哪一屆的中學文憑試考生？
第一屆。

妳對中學文憑試的認識有幾多？ 感覺如何?
因為是第一屆考生，認識不多，只從學校老師及傳媒處知道相關的資訊。感覺

是憂慮和惶恐。

從何時開始有憂慮和惶恐的感覺？
從中四開始已出現擔心及憂慮的情況，因新高中對學科要求連續三年的持續評

估，學校課業增加，而每天放學及學校假期均須留校補課。面對接踵而來的學

習壓力，感到很惶恐和憂慮，最後在中六開學兩個月後便退學，沒有完成中六，

更沒有應考中學文憑試。

整個過程是怎樣？
中四時，因自己在校的成績不錯，心想只要勤力便能應付公開考試，但面對全

港性的測試後，發現自己的語文程度不達標，與全港考生的標準相距很大。之

後，越來越多功課，測考等……每天回家也在做功課和溫習，假期連街也不想
出，只是在想著未完成的功課和不懂的考測。終於一天，起床時暈眩，穿上校

服但感到很驚慌，心跳很快而且紊亂，呼吸急速，害怕上學而無故哭起來。最

後，送往醫院診治，證實患上驚恐及抑鬱症。須定期覆診並接受藥物治療。

你和你的家人怎樣面對?
最初，自己不能接受患上精神病，沒想過新高中文憑試會帶來這

麼大的精神壓力，堅持要上學，不能讓自己放棄學業，因知道中

學文憑試對前途很重要，但每天一上學或面對課業便感到呼吸困

難，暈眩，很困苦。最後，在學校老師，社工，醫護人員及家人

的輔導和勸勉下，我決定退學，放下學業，專心養病。當放下學

業後，在四個月的休養和治療後，我已完全康復，不須再服藥，

而且成功找到服裝零售工作直至現在。現在生活過得十分輕鬆，

體會到面對新高中文憑試時，所帶來的壓力是不容忽視的，必須

正視和處理。

對於新高中學制的實行，你有什麼看法?
我認為新高中學制的原意是好的，能夠讓同學有多元化的發展，但實際執行

上遇到不少困難。

你認為教授新高中課程有困難嗎? 支援是否足夠?
DSE有校本評核的部分，但實際執行不是易事，次數也太多。另外，雖然學 
校有資源為有學習需要的同學舉辦課後工作坊，但不能惠及所有同學，對同

學的幫助不大。

比較以往的公開考試制度，你認為老師及同學對新制度的適應如

何?
以往中六中七的同學，是經歷過中五會考，成績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夠升讀的，

比較起現時面對DSE的中六同學，能力上明顯較有優勢。然而現在面對的
DSE同學，沒有經歷中五會考的洗禮，程度差異甚大，卻一心打算入讀大
學，並不像以往中五同學完成會考後，願意選擇其他的出路。

這情況讓老師或學生有不少壓力，學生擔心不能升讀大學，學校也因此實行

各種措施加強學生的能力，如安排課後補課等，變相加重老師的負擔，成效

也未必顯著。

另外，現時DSE考核的方式需要較多的文字表達，這對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 
來說有一定的困難，對他們這方面的支援也不多。

對於新高中學制，你有什麼建議?
大家對完成中學便要入讀大學的觀念根深柢固，這是老師及同

學面對DSE的壓力來源，卻難以改變，只有期望減少校本評核
的次數，從而減輕同學及老師的壓力，也減省行政工作量。

訪問：一位中六中途退學的學生

訪問–訪問–學生眼中的新高中(壓力篇) 訪問–訪問–老師眼中的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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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知友社 輔導熱線: 24755441 / 27549561

學友社  學生專線: 25033399

香港青年協會 輔導熱線: 27771112

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https://www.eapp.gov.hk/eapp/index_zh.htm

教育局文憑試快線 http://blog.hkeaa.edu.hk/

新高中帶來的壓力6

帶來的  
自2012年開始，香港推行新高中考試制度，從
我們的訪問中，看到學生、家長、老師對該制度
亦有不同意見。在這個被評為「一次定生死」的
新公開考試制度下，他們亦面對不少壓力或困難
，分析如下：

老師的壓力
● 老師認為新高中學制的校本評核部分，

實際執行並不容易，次數也太多。就算

為學生舉辦課後工作坊，亦不能惠及所

有學生，對學生的幫助不大，使老師在

支援學生上亦產生不少困難。

● 學校為加強學生應試實力，更安排各種

措施，如安排課後補課等，變相加重老

師的負擔，成效也未必顯著。

學生的壓力
● 學生是需要將中四至中六所學的用來應付新高中考試，考試的範圍較以

往會考闊，參加考試的人數較以往高考多，競爭也更大。而新高中考試

制度是一次決勝負，對首次面對公開考試的學生來說，自然倍感壓力。

● 學生對這個新高中考試認識不多，面對考試時的感覺是憂慮和惶恐。

● 學生在新高中要求下，要連續三年面對持續評估各學科。為加強學生應

試能力，學校課業增加，學生於每天放學及學校假期均須留校補課。持

續的壓力使學生有吃不消的感覺，情況嚴重更導致學生患上驚恐及抑鬱

等病症。

● 有學生感覺自己學業根基不穩，未有信心面對新高中考試，選擇重讀中

五，也不願升上中六面對這公開試。

● 首次面對新高中的學生，沒有經歷過以往的中五會考，比起以往高考學

生的程度差異甚大，但卻一心想取得好成績入讀大學，便顯得更加困難。

● 學生進入中五後，為了投入準備新高中考試，心情變得像「打仗」一樣。

日常生活節奏要改變，會喪失很多正常的學校及社交生活，導致不安的

感覺。

● 新高中的考核方式需要較多的文字表達，這對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來說，

有一定的困難。

家長的壓力
一般家長因對新高中考試制度認識

不多，只知道一次公開考試，已決

定子女能否升讀大學。不知道應如

何支持子女，擔心支持會為子女構

成更大壓力，但眼見子女每天勤讀

至深宵，休息時間不足，致令父母

心痛，亦為家長增添壓力。

壓力

新
高
中

壓力

困難

彷徨

一試
定生死

文憑試支援服務及資訊介紹:

預防及處理新高中帶來的壓力
(1) 設定合理期望
學生應在文憑試放榜前，透過校內成績及應試表現，客觀及合理地評估
公開試的成績，並重新檢視自己的升學計劃，切忌有過高的期望，便能
減輕挫敗感，有助冷靜面對放榜。

(2) 規劃多元化出路
學生須明白升讀大學並非唯一出路，反之應根據自己的能力及興趣預先
規劃出路，並透過現時多元化的進修途徑達成目標。現時很多進修課程
都給予考生提早報名，並在公開考試成績公布前獲得院校的有條件取錄/
暫取錄資格，因此學生應避免文憑試放榜當日，在慌亂的情況下，才趕
往報讀其他院校的進修課程。

(3) 紓緩學習壓力
壓力過大會影響考試表現，因此學生應經常留意自己的壓力指數，透過
不同的減壓方法，如聽音樂、做運動等，保持作息平衡的習慣等，都有
助紓緩壓力。當身體出現警號，如頭痛、失眠等徵狀，應及時處理，告
知家人、朋友、老師、社工等，與他們分享感受，有助紓緩壓力。

(4) 關顧子女感受
家長在子女應付文憑試期間，對子女應加以鼓勵，多聆聽子女的感受，
並表達關心，從子女角度出發去理解他們的想法，增強彼此溝通。

(5) 尊重子女選擇
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往往是學生受壓的主要來源，因此家長應在文憑試放
榜前，心平氣和地與子女討論對前路的期望，並信任及尊重子女的意向，
切忌言論偏激，或強迫子女接受自己的意見。

(6) 給予正向鼓勵
無論子女放榜的成績如何，家長即使感到失望，也應給予正面的鼓勵及
體諒，避免向子女說出責怪或負面意思的說話，這只會令子女感到無助
及更難受，影響彼此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