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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公佈或可讓市民索取的資料一覽表（免費） 

 
 
 

類  別 位  置 

本局資料  

1. 抱負及使命 

考評局網站 

2. 考評局委員會 

3. 事務委員會 

4. 秘書處架構 

5. 企業管治概述 

6. 年報 

7. 新聞稿 

8. 資料及統計數字 

9. 考評局通訊 

10. 服務承諾 

11. 辦事處及評核中心地址及聯絡方法 

香港中學文憑 

(I) 基本資料 

1. 香港中學文憑簡介 

考評局網站 

2. 科目資訊 

3. 校本評核 

4. 評核大綱 

5. 樣本試卷 

6. 練習卷 

7. 考生表現示例 

8. 等級描述 

9. 成績匯報制度 

10. 評閱答卷及分數處理程序 

11. 積分覆核及重閱答卷程序 

12. 上訴覆核程序 

13. 考試報告 

14. 考試時間表 

15. 考試報名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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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考試規則 

17. 考生手冊 

18. 試場一覽表 

19. 通告 

20. 與考學校 

21. 常見問題 

22. 成績發放及相關事項 

23. 香港中學文憑專題文章 

24. 香港中學文憑通訊 

(II) 國際認可 

1. 本地大學及專上院校對持文憑試資歷申請人的

入學要求 

考評局網站 
2. 非本地高等院校對持文憑試資歷申請人的入學

要求 

3. 公務員的對持文憑試資歷申請人的聘任要求 

4. 文憑試的國際考試基準研究 

(III) 學校與教師／考務人員資訊 

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試場主任手冊 

考評局網站 2.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試場主任會議簡報資料  
（一般科目／課室試場／中國語文科／英國語

文科（只提供英文版本））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香港中學會考 

1. 考試科目及課程 

考評局網站 

2. 考試規則 

3. 閱卷與評級制度 

4. 校本評核 

5. 考試報告 

6. 海外院校對持會考及高考資歷申請人的入學要

求 

7. 會考／高考的國際考試基準研究 

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 

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考評局網站 2. 全港性系統評估 

3. 國際及專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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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 

1. 評估試卷及評卷參考 

全港性系統評估網頁： 
 
http://www.bca.hkeaa.edu.hk/web/TSA/zh/
Introduction.html   

2. 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 

3. 便覽 

4. 表格 
 學生資料更新表格 
 「重發全港性系統評估學校系統管理員密碼」

申請表格 
 覆核申請表 

5. 常見問題 

6. 用戶手冊 

7. 簡介會資料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 

(I) 基本資料 

1.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簡介 

考評局網站 

2. 考試報名 

3.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英國語文 - 英文版）評核

綱要 

4.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普通話）評核綱要 

5.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普通話）參照使用 -     
常用字表及普通話詞語表 

6. 評核報告 

7. 簡介會簡布資料 

8. 成績發放（相關資料於成績發放期間提供） 

9. 覆核成績（相關資料於覆核成績時段提供） 

10. 常見問題 

(II) 報名表／申請表 

1. 報名表* 考評局網站，以及可於報名/申請覆核期

間於考評局灣仔辦事處索取 
 
* 亦可於新蒲崗辦事處索取 

2. 報名須知* 

3. 覆核成績申請表格 

國際及專業考試 

(I) 基本資料 

1. 國際及專業考試簡介 

考評局網站 2. 考試列表（以性質分類） 

3. 考試列表（以國家/地區分類） 

http://www.bca.hkeaa.edu.hk/web/TSA/en/Introdu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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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辦考試列表 

5. 考試機構列表 

6. 國際及專業考試手冊 

(II) 報名表／申請表 

透過考評局報名之考試，其報名資料及報名表 考評局網站，以及可於報名期間於考評

局灣仔及新蒲崗辦事處索取 

其他服務 /資訊 

(I) 基本資料 

1. 公開考試資訊中心聯絡方法 

考評局網站 

2. 申請成績證明文件 

3. 申請個人資料 

4. 為其他機構提供考試及服務 

5. 評核認知課程 

6. 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 

7.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 

8. 研究報告 

(II) 申請表 

1. 成績證明書申請表格 

考評局網站、考評局灣仔及新蒲崗辦事

處 

2. 成績證明函件申請表格 

3. 報考／應考證明信申請表格 

4. 成績證明書、成績證明函件及報考／應考證明

信申請指引 

短片 

1. 微電影《DSE 迷思》系列 

考評局網站及/或考評局 YouTube 頻道：

 
www.youtube.com/channel/UCOCv9l36eu
iOXbF_Gzw5-IA  

2. 文憑試微電影「應考 Up Up Up」系列 

3. 試場以外：答卷處理（廣東話及普通話版） 

4. 公開考試新里程 - 香港中學文憑（廣東話及普

通話版） 

5. 公開考試知多 D 系列短片 

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筆試考試程序影片

（考生適用） 

7.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口試程序影片 

8.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口試程序影片

（只提供英文版本）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OCv9l36euiOXbF_Gzw5-IA


 5

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筆試考試程序影片

（試場主任適用) 

10.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特別試場考試程序影片

（試場主任及監考員適用） 

11. 網上評卷系統（廣東話及普通話版） 

資料單張及小冊子 

1. 覆核成績 

考評局網站 
 
（部分小冊子可於考評局灣仔及新蒲崗

辦事處索取） 

2.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校本評核簡介小冊子 

3. 為學障考生提供服務 

4. 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 

5. 國際及專業考試服務手冊（只提供英文版） 

6. 國際及專業考試 

7.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應用學習科目 

8. 網上評卷系統 

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評閱答卷及分數處理 

10.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評級程序與水平參照成

績匯報 

1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質素保證框架 

12.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校本評核分數調整機制 

刊物 / 版權 

1. 考評局刊物列表 考評局網站及網上書店： 
  
https://online.hkeaa.edu.hk/Bookstore/face
s/1_home.xhtml 

2. 郵購表格 

考評局網站 

3. 學校訂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中學會考／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刊物 

4. 申請轉載試題 

5. 學校使用或複製公開考試歷屆試題、樣本試卷

及練習卷牌照 

表格 

1. 本地考試相關表格 

考評局網站 
2. 國際及專業考試相關表格 

3. 刊物相關表格 

4. 其他相關表格 

https://online.hkeaa.edu.hk/Bookstore/faces/1_hom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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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相關資訊 

1. 平等機會政策指引 

考評局網站 2.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3. 一般職位、臨時職位及考務人員空缺 

投標 

1. 申請成為註冊供應商 

考評局網站 2. 公開招標 

3. 採購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