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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文憑試 

1. 中四學生能否以自修生身分應考中文科以爭取公開試的經驗？得出的成績會否影響往

後以中六考生身分應考的文憑試成績？ 

有關自修生的報考資格，可瀏覽考評局網頁。正在修讀本地高中課程的中四學生，除

非有特殊原因，一般不會獲批准以自修生身分提早報考。 

 

考生若重考文憑試，其過往的文憑試成績，不會影響其於應屆文憑試的評級。而在大

學收生方面，「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會參考考生的所有公開考試成績以處理其入

學申請，不同院校或學系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如有需要可向有關院校查詢。 

 

2. 考生可否報考學校沒有開辦的科目/科目中的選修單元？ 

學校考生不能同時以自修生身分報考文憑試。學校考生報考任何科目/科目中的選修單

元，必須得到校長的批准；一般來說，學校可替考生報考該校沒有開辦的科目/科目中

的選修單元。然而，如考生透過學校報考自修的科目設有校本評核，考生亦需要進行

校本評核，因此建議考生盡早與學校商討報考及校本評核的安排。 

 

3. 如考生計劃於 2022 年報考丙類(其他語言科目)考試，應該何時報考？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考試包括法語、德語、印地語、日語、西班牙語及烏爾都語六個科

目，一般於每年 6 月接受報名。 

 

4. 如學生完成中五課程後轉到職業訓練局繼續進修，可否再報考文憑試？ 

職業訓練局並不是考評局的與考學校，如學生符合自修生的報考資格，便可透過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網上服務報考文憑試。 

 

5. 大學是否認可文憑試的所有科目，例如視覺藝術科？ 

文憑試的所有科目均獲本地大學承認，然而大學不同學系的收生及計算文憑試科目的

分數準則不盡相同，有關收生要求及詳情可向相關大學查詢。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exam_reg_fee/exam_registration/private_candidates/entry_qualifications/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exam_reg_fee/exam_registration/private_candidates/entry_qualifications/
https://www.hkdse.hkeaa.edu.hk/webcenter/portal/HKEAA
https://www.hkdse.hkeaa.edu.hk/webcenter/portal/HKEAA


考務安排 

6. 考評局分配試場有什麽準則？在什麼情況下，考生可能要跨區應試？ 

學校是考評局舉辦公開考試的重要合作夥伴，我們每年均會就試場安排致函各與考學

校，要求各區學校確認可提供場地的日期、課室數目及樓層等資料，並會與學校作出

商討及協調，以編配試場。 

 

除了語文科的口試、實習科目及報考人數較少的科目，我們會視乎試場的供應，盡量

按考生選擇的地區分配試場。在分配語文科口試的試場時，考評局會將選擇不同地區

的考生編入一個較大的區域組別，以避免同一學校的考生於同一組別應考。文憑試「報

考須知」已列明有關安排。至於兩個語文科的聆聽考試，我們在選擇試場時首要考慮

其接收收音機廣播的質素。 

 

7. 考試時間表是如何編制呢？  

在編排 24 個甲類科目之考試時間表時，除顧及學校教學安排的需要，必須在指定時段

內完成考核、閱卷及評級的程序，以如期於 7 月中之前發放考試成績，配合考生升學

及大學聯合招生辦事處和其他持份者的需要。 

 

考評局在制定個別科目的考試日程表時，會考慮以下因素： 

 核心科目的考生人數眾多，尤其語文科的卷別較多，所需閱卷的時間亦較長，因

此核心科目的考試需安排於整段筆試前期舉行； 

 設有校本評核的選修科目(例如視覺藝術科、理科等)須進行校本評核的調分程序，

故亦會安排於筆試較前期舉行； 

 DSE 考期不時與復活節假期重疊，我們會於復活節公眾假期前後，盡量安排考生

人數較少的選修科目考試，以平衡試場及監考人員的供應情況。 

 考評局會模擬不同科目組合進行數據分析，旨在令連續兩至三日應考的考生人數

減至最少，務求令考生不會感到太吃力。 

 

8. 父母當然最關心子女的身體狀況，如考生在 DSE 期間身體抱恙或遇上突發事情而未能

應考可以怎麼辦呢？如考生因突發事故如交通意外等未能趕及到原定試場，可否前往

最就近試場應考？ 

 考試期間生病 

DSE 的筆試不設「補考」，但考評局會協助病情嚴重的考生。如考生因病留院而未能出

席考試，若獲得主診醫生同意，考生可申請在醫院應考。考生或其家人應在有關科目

開考前最少一個工作天，攜同由考生簽署的授權書及有關證明文件到考評局申請。 

 

另外，如考生在考試期間感到不適，可選擇在試場學校的醫療室稍作休息，再繼續應

考，但不會獲額外「補時」。如考生需送院治理，試場主任會提供協助，並聯絡考評局

和提交報告。如考生因病未能出席考試，可於考試日後 21 曆日內向考評局申請「成績

評估」(只適用於已應考有關科目至少一卷筆試的考生)或「科目評審成績」(只適用於學

校考生)，並提交醫生證明書正本。 

 

 其他情況 

因特殊情況(如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而未能出席考試，考生應盡早向考評局呈交證明

文件申請作特別處理。考試舉行當日， 

考生如因突發事故(如被困升降機、交通意外) 而未能準時到達試場，將不會被扣分。 



 

考生不幸於前往試場途中遇上突發事故，可瀏覽考評局網頁或致電考評局公開考試資

訊中心(3628 8860)，查詢最就近的試場，繼而轉往該試場應考。在文憑試期間，中心的

辦公時間將提早至每天早上 7 時 30 分。此外，如因天氣或突發事故引致大部分考生未

能準時到達，試場主任可因應情況延遲 15 分鐘開考。 

 

9. 聆聽考試是否需要自備收音機？規格要求又是如何？  

聆聽考試錄音由電台或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在透過電台廣播的試場，考生可使用能

收聽 FM 電台廣播的耳筒式收音設備，其他電子儀器(包括但非只限於多媒體播放器、

藍牙/ Wi- Fi 設備、手提電話、內置於耳筒的收音機等)均不可使用。 

 

在使用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的試場，考生不需要攜帶收音機，但必須自行攜帶耳筒到

試場應試。准考證會列明考生應考語文科聆聽部分的試場所使用的廣播方式，有關語

文科聆聽部分須知，可瀏覽文憑試考生手冊。 

 

10. 考生應考聆聽考試時若遇到問題，如噪音、接收問題等，應怎樣做？ 

考評局已促請試場學校為考生提供合適的環境應試，並按照既定的考試程序進行考試。

若考生於試場多番嘗試後，聆聽接收效果仍不理想，請盡快舉手向監考員要求前往「特

別室」應試。如因接收問題或收音機和耳筒不能正常運作而前往「特別室」，不會被扣

分。如考生在應考期間遇到一些特別情況或疑問，應該即時向監考員提出，以便他們

盡快為你提供所需協助；若考生沒有即時在試場作出報告，而於考試後才向考評局報

告將不獲受理。有關就試場情況作出報告的安排，可參閱考生手冊。 

 

語文科考試一般分兩天舉行，聆聽考試會安排於第二天進行。我們建議考生可於第一

天考試完結後，在試場測試用於聆聽考試的收音機的接收情況。 

 

11. 如考生有特殊學習需要，語文科聆聽考試會如何安排？如考生今年成功申請特別考試

安排，若下年以自修生身分報考，需重新申請特別考試安排嗎？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考生可申請於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聆聽部分，獲較長及／或較

多的停頓時段。在特別試場應考語文科聆聽部分的考生（包括在原校應考的考生）無

需攜帶收音機應試，聆聽部分所需的設備（例如：紅外線接收器、USB 播放器）及耳筒

（適用於以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的特別試場）由考評局或考生的原校提供。在以紅外

線接收系統廣播的特別試場應考的考生可選擇使用自攜的耳筒。聽障考生如需使用助

聽器，應自備助聽器到試場。非常嚴重聽障的考生可獲豁免應考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

文科聆聽部分，詳情可瀏覽考評局網頁。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考生以自修生身分報考，不論曾否參加文憑試並成功申請特別考試

安排，如有需要，均須重新申請有關安排。有關文憑試特別考試安排的詳情，可瀏覽

考評局網頁。 

 

12. 如考生在語文科口試中沒有按程序發言，例如唱歌，會否影響同組考生的成績？ 

如考生在應考語文科口試時沒有按程序發言，主考員會作出適當跟進。口試過程會被

錄影，如有證據顯示有考生因被同組其他考生的行為影響，以致未能正常考試，考評

局可安排受影響的考生重考。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student_s_handbook/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Candidate_Handbook/4_19What_to_do_Under_Special_Circumstances_C.pdf
http://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http://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閱卷與評級 

13. 每年有數以千計的老師參與閱卷，他們各有不同資歷，考評局如何確保閱卷的標準一

致準確？ 

考評局設有嚴謹的閱卷程序，確保質素： 

統一評卷標準會議 

 在正式評卷前，各科的試卷主席會召開「統一評卷標準會議」，評閱及比較樣本答

卷，達成評分準則及標準的共識，如有需要亦會修訂評卷參考。 

閱卷員會議 

 之後，他們會於「閱卷員會議」向所有閱卷員解釋評核目的及各題目的要求，並

讓閱卷員評改樣本答卷以掌握評卷準則，以及能深入理解及運用評卷參考，才開

始改卷。 

雙評制 

 文憑試有七個科目採用雙評制，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通識教育、中國文學、

中國歷史、視覺藝術及英語文學。以通識教育科為例，最少由兩名、最多四名閱

卷員獨立評核考生於每道題目的答案，力求客觀。 

 一份答卷可分拆成多個部份，再交由不同的閱卷員評改，有些科目的試卷是某一

個閱卷員只集中評改一道題目，從而增加評分的準確性。 

網上評卷 

 每名閱卷員所評的答卷，須經過最少兩次由試卷主席或助理試卷主席負責的核卷

程序，確保評分標準一致，並且查核評改是否無誤。文憑試採用網上評卷，系統

可讓試卷主席隨時檢視評卷的進度與評分數據，亦有助監察閱卷員的評改質素。 

 

14. 在同一科目下，以中文或英文作答的評分準則是否相同？ 

在設有中、英文試卷的科目，中、英文版本的試卷內容相同，考生不論以何種語言作

答，均會以同一評卷標準評分。考評局不會把中文及英文作答的考生分開評級與匯報

成績。而考生應考公開考試所選用的語言，亦不會記錄在成績通知書或證書上。 

 

15. 有不少考生擔心，在制定通識科評卷準則時，會否含有主觀成份？會否因考生的立場

與閱卷員不同而被扣分？ 如何確保閱卷公平公正？ 

通識科的考題在於評核考生的知識、概念和不同思維能力，例如對議題有充分理解，

辨識當中的矛盾，能從多角度觀察和分析議題，並以充分的知識、相關的例子及證據

支持自己的論點。考試並不要求考生支持某一特定的觀點和立場。 

 

為讓考生得到公平的評核結果，文憑試有七科採用雙評，雙評制用於主觀性較強的卷

別，包括中國語文(卷二寫作能力及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當中的綜合能力部分)、英

國語文(卷二寫作能力及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當中的綜合能力部分)、通識教育、中

國文學、中國歷史、視覺藝術及英語文學。兩位閱卷員將分別獨立評分，若兩個分數

有明顯差異，將交由第三位閱卷員評卷；如分數仍有顯著差異，會進行第四次評卷，

盡量令評分更為客觀。在雙評制下，一般會選取最接近及最高的兩個分數相加，作為

該答卷的基本得分。 

 

16. 考評局如何確保閱卷員及口試主考員的水平？ 

文憑試閱卷員及口試主考員大多為中學教師，考評局在聘任時透過計分制度，評估申

請者的教學年資、學歷、評卷經驗等，擇優取錄；每年並會預留約一成的名額予合資

格但從未出任閱卷員的教師。 



 

閱卷員須接受培訓才可參與閱卷工作。在開始閱卷工作前，我們會召開閱卷員及口試

主考員會議，讓他們掌握評分標準，並統一對評卷參考的理解。閱卷過程中亦會由助

理試卷主席抽樣檢視已評核的答卷，如發現有異常情況會作出跟進，包括會見閱卷員

以釐清對評卷標準的理解；若有嚴重偏離評卷標準的情況，會停止有關閱卷員的閱卷

工作並重閱相關答卷，以確保評卷質素。 

 

而語文科口試的試卷主席會到不同的試場，監察口試主考員的評分是否與評分標準一

致。每個試場的助理試卷主席亦協助監察口試主考員的評分。如試卷主席或助理試卷

主席發現主考員的評分與標準有偏差，會即時向主考員給予回饋，並要求主考員調整

評分尺度。所有口試過程均有錄影，考評局會將考生分數進行統計，如發現評分有異

常，我們會將錄影片段交予資深的口試主考員再作評分。 

 

17. 考生在應考以中文作答的試卷時，能否使用簡體字？考生的字體過於潦草，考評局會

如何處理有關答卷？會否因有錯字或別字而扣分？ 

在應考以中文作答的試卷時，可用合乎規範的簡體字，即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

會最新頒布的《通用規範漢字表》內所列的簡體字。而考生作答時字體必須清晰，如

字體過於潦草而無法辨認，影響閱卷員理解其答案，可能因此而失分。 

 

在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以外的科目，考生作答時有錯字或別字，如有關錯誤不影響答

案的關鍵字詞，或影響閱卷員理解考生的答案，一般不會就錯/別字而扣分。 

 

18. 文憑試採用網上評卷，如考生使用塗改液更正錯處會否影響答卷掃描效果？又可否使

用鉛筆作答？ 

我們建議考生修改答案時可選擇以原子筆刪除錯處，以免使用塗改帶或塗改液後或會

忘記塡補答案，及在未乾透的情況下書寫，致字體模糊或答案不完整。答卷掃描影像

質素不會因考生使用鉛筆或原子筆作答而受到影響，然而，使用擦膠更正錯處時，如

不能徹底擦去鉛筆的痕跡，掃描時有關位置的影像，有機會出現字體重疊的情況。因

此，我們建議考生使用鉛筆作答時，如需更正必須使用擦膠徹底擦淨原有文字，或可

選擇以鉛筆刪去錯處。 

 

19. 為甚麼英國語文科卷一及卷三設深、淺部份？其他科目，例如通識科是否都可以設深

淺卷？ 

由於本地學生的英文能力差異較大，因此設有深淺卷安排，配合不同能力考生的需要。

考生於英國語文科卷一閱讀及卷三聆聽與綜合能力兩卷，須作答 A 部分的必答題，和

選答 B1 (較易部分)或 B2 部分(較難部分)的題目。B1 部分的試題較淺易，未能涵蓋第 5

級的能力要求，故選答 B1 部分的考生於有關卷別最多可獲第 4 級成績；而 B2 部分則

涵蓋各等級的能力要求，故考生最高可考獲 5**級。 

 

英國語文科卷二寫作及卷四說話能力則不設深淺卷安排，因為即使採用相同的題目，

閱卷員可透過評閱考生的文章或小組討論的表現，評估及辨識考生的能力高低。 

 

通識教育科亦一樣，考生是以議論文形式作答，從中表現對議題的理解、多角度分析

等不同能力，因此無需設深淺卷亦可辨識及評估不同能力考生的表現。 

 



校本評核 

20. 校本評核的分數會按學校考生於公開考試的成績來調整，是否只會調低而不會調高？ 

校本評核是指在日常學與教過程中，由學校任課教師評核學生的表現，分數亦會計入

其文憑試的成績，旨在評核一些未能透過紙筆考試評核的能力，全面地評估學生的表

現。 

 

文憑試有 14 科實施校本評核，大部分科目會參考整體學生於公開考試的表現，透過統

計方法進行分數調整，並會檢視學生的課業樣本作參考。至於部分評核內容與公開考

試表現較不相近的科目(如視覺藝術科)，則會採用專家判斷調整方法，即由專家小組檢

視學生習作樣本並建議分數調整幅度。 

 

校本評核的分數調整以學校為單位，向上或向下調整學校學生的校本評核平均成績及

其分布，並非以個別考生的文憑試成績來調整其個人的分數，亦不會影響考生的校本

評核分數於校內的排名。 

 

有關校本評核分數調整的詳情可瀏覽考評局網頁並參閱相關小冊子。 

 

21. 校本評核有否設機制，防止學校可能有個別老師偏私/評分不公？  

在施行校本評核時，考評局採取以下措施，令教師對評核準則的理解趨於一致： 

- 編訂詳盡的指引和程序，並為教師提供足夠的專業發展培訓，協助他們熟習校本評

核的運作。 

- 每項評核活動均列明學習重點，並提供明確的評核準則，協助任課教師的評分標準

趨向一致。 

- 委任個別學科的校本評核分區統籌員，支援學校施行校本評核。 

 

為確保不同學校的評分具可比性，考評局會透過統計方法或專家判斷，把學校呈交的

校本評核分數作適當的調整。大多數科目會透過統計方法進行調分，並檢視學生的課

業樣本作參考。此外，考評局亦委任分區統籌員，支援學校施行校本評核；每年並會

檢視各科的課業樣本及學校實施校本評核的情況。 

 

22. 教師可怎樣確保學生提交的校本評核習作是其本人的作品？ 

教師可採用下列措施以核證學生習作的真確性： 

 安排學生在課堂中或在教師的監督下，完成課業的重要部分； 

 留意學生的工作進度； 

 要求學生保存有關習作的文獻和草稿； 

 要求學生口頭匯報習作內容，如有需要，教師可向學生提問； 

 互聯網上的搜尋引擎和防抄襲軟件均可協助教師透過比較學生課業與資料來源，

查證是否有抄襲行為。 

 

23. 自修生不用進行校本評核，有關部分的分數會如何處理？ 

自修生若報考了設有校本評核的甲類學科，無需參與科目之校本評核部分(視覺藝術除

外)，全科只計算公開考試成績。視覺藝術科之校本評核部分佔總科目成績的百分之五

十，自修生須呈交作品集，以代替校本評核。 

 

 

http://www.hkeaa.edu.hk/tc/SBA/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HKDSE_SBA_A4booklet_Mar2018.pdf


評級與成績匯報  

24. 考評局經常介紹文憑試採用水平參照評級，與過去「拉 curve」方式有何分別？ 

文憑試採用水平參照匯報成績。水平參照是根據一套預設的能力等級來匯報考生所達

到的水平。各能力等級附設有等級描述，說明有關等級典型學生所達到的能力及表現。

考生所得的成績，能反映他/她所學到的知識及技能，無需跟其他考生比較，也不會受

其他考生的表現而影響其所得的等級，亦不會固定各等級的人數比例。2012 年首屆文

憑試制訂各等級的水平後，有關的預設等級水平將維持不變，亦可確保不同年份的水

平維持不變。有關文憑試水平參照成績匯報詳情，可瀏覽考評局網站。 

 

25. 每年文憑試各科的題目深淺不一，如題目較深會否影響考生的成績？ 

考評局確立了一套配合水平參照的評級制度，每科都設科目專家小組，按試卷難度、

樣本答卷、考生實際表現、統計數據、等級描述等大量資料，建議每一級的臨界分數，

以釐定考生須至少獲得多少分才達到某個等級。而專家小組建議的臨界分數須經公開

考試委員會通過。每年各科目/卷別的臨界分數，會因應試題難度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考評局網頁上載了各科的「等級描述」與「考生表現示例」，演繹各等級的具體要求與

水平。每年考試後，考評局亦會出版各個科目的試題專輯，列明該科目的評核目標，

並附有試卷、評卷參考及考生表現的評論。 

 

26. 若考生因病未能出席考試，並已提供住院證明，如由學校申請做成績評估，會如何以

校內成績為考生的應考科目評級？ 

考評局會個別處理有關情況，由於全港每一間中學對校內考試的評分準則都不同，因

此我們不會只參考學校對個別學生的評分，而是參考該名學生的同班同學的公開試成

績，然後再比較他們的校內成績，從而估算出該名生病的考生的缺席科目成績。然而，

從估算所得出的評級只能達第 2-4 級。 

 

27. 組合科目中的物理及化學單元的佔分比率是多少？ 

組合科學科的公開評核包括物理、化學和生物三部分。考生應根據其修讀的課程而選

擇報考其中兩部分。本科有三個組合可供考生選擇：組合科學(物理、化學)、組合科學

(生物、物理)，以及組合科學(化學、生物)，各單元佔整份卷的 50%成績。 

 

覆核成績 

28. 放榜後覆核成績的程序如何？如果考生想要覆核成績，有何特別的要求？ 

考評局設有嚴謹的機制，確保閱卷標準劃一及成績準確。如個別考生在放榜後對其成

績存疑，須於成績發放後 5 曆日內(如 2019 年於 7 月 10 日放榜，成績覆核截止日期為

7 月 15 日)申請積分覆核及/或重閱答卷，學校考生需透過學校遞交申請，自修生則可自

行透過網上服務申請。每名考生最多只可就四個科目申請積分覆核及/或重閱答卷。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the_reporting_system/SRR/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the_reporting_system/SRR/#generic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6_25


文憑試的國際認可及國際考試 

29. 如果要報讀英國或美國的大學，考生需應考哪一個國際考試？ 

 

持有文憑試成績的考生可報考英國及美國的大學，截至 2019 年 8 月，超過 280 間海外

大學及院校認可文憑試成績為入學資歷，並於考評局網站公布其收生要求；考獲文憑

試資歷的學生亦可直接申請報讀約 140 間台灣的大學。 

 

而免試招收文憑試考生的內地高等院校數目，由 2012/13 學年的 63 間增加至 2019/20

學年的 112 間。免試收生計劃設有「校長推薦計劃」，詳情可瀏覽教育局網頁。 

 

如考生想赴澳洲或英國升讀大學，亦可報考 GCSE/IGCSE 或 GCE A-level/IAL。考試分別由

培生愛德思（Pearson Edexcel）和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舉辦。兩個考試機構提供不同的科目，即使相同的科目，課程

大綱亦有所不同。上述考試沒有年齡限制，並於一年舉辦兩次。 

 

如報讀美國的大學，考生可於網上直接向 ACT Inc.報考 ACT 考試，或向 College Board 報

考 SAT 考試。此外，學生一般並需報考托福考試（TOEFL），證明其英語水平。另外，學

生可考慮報考 AP 考試，而於 AP 考試成績理想，可獲一些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大學承認

為學分，以縮短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時間。 

 

考評局獲委託在本地舉辦以上的國際考試，詳情可瀏覽考評局網頁。 

 

30. IGCSE 的中文及英文科考試是否不設口試，只有筆試及聆聽兩卷？IGCSE 的中文科考試

於 2019/20 學年新增文言文考核內容，如何獲得詳情？可否要求中文科的參考試卷以繁

體字出版？ 

培生愛德思（Pearson Edexcel）和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所舉辦的 IGCSE 中文及英文科考試設不同的考核形式。由培生

愛德思提供的中文科考試設有口試、筆試及聆聽三卷，而英文科考試只設筆試及聆聽

兩卷；而由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提供的中文及英文科口試只設有筆試及聆聽兩卷。 

 

考評局網頁內的專屬國際考試網頁列出相關考試機構的網頁連結，考生或家長可到其

網站查閱有關國際考試的詳情。一般來說，由考評局提供的參考試卷是繁體字版本。 

 

31. 可否以 IGCSE 的中文科的成績完全取代文憑試的中文科成績報讀大學？ 

只有符合特定情況的非華語學生，在透過「聯招」報讀大專院校時，可以 GCE/IGCSE/GCSE

的中國語文成績作為「其他中文資歷」，以符合對中國語文科成績的入學要求。而本地

學生應以文憑試中國語文科成績報讀大學。 

 

 

 

 

 

 

 

 

http://www.hkeaa.edu.hk/tc/recognition/hkdse_recognition/ircountry_hkdse.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19/Latest%20Information.html
http://www.hkeaa.edu.hk/tc/ipe/fullexamlist.html?exam
http://www.hkeaa.edu.hk/tc/ipe/fullexamlist.html?exam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jupas-admission.html


 

文憑試統計資料 

32. 考生是否只參閱考評局於每年放榜提供的統計數據，便可估算其入讀學士學位課程的

機會？ 

家長及考生可參考每年的文憑試放榜新聞稿，當中提供應屆考試的成績統計資料。今

年新增統計資料及一份附加資料，列出達到學士學位課程入學基本要求的考生積點分

佈，並涵蓋「3322+2」與「3322+33」等不同的成績要求，讓考生在升學選科或聯招

改選時有更全面的資料作參考。 

 

總積點的統計只是參考資料之一，各大學或院校收生時會考慮不同因素，包括院校基

本入學要求、有關課程的入學要求、錄取分數的計算方法、報名人數、學額、考生的

學生學習概覽、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和面試表現等。 

 

此外，近期大學公布的一些彈性收生安排，或部分等級獲「加分」的安排，亦不能在

統計資料內反映。因此，考生應留意心儀院校及課程的指定收生要求，亦需與教師和

家長商量，按自己的能力與興趣作適當選擇。 

 

其他 

 

33. 考生應考國際教育文憑(IB)是否較文憑試更易取得高分，從而有較大機會被大學取錄？

大學在收生時會怎樣考慮 IB 及文憑試的水平？ 

文憑試與 IB，無論在學制、課程、評核模式、成績匯報機制均各有不同，不能直接比

較其成績及水平。而取得各等級的考生比例多寡，主要取決於當屆考生在該科的實際

表現，不能與該考試或科目的水平或難度直接掛勾。以 2019 年文憑試英國語文及英語

文學科成績為例，前者獲得第 5 級的考生人數比例為 9.2%，而後者獲得第 5 級或以上

的考生人數比例為22.3%，然而，這並不代表英語文學科的考核要求比英國語文科淺易，

而是因為應考英語文學科的考生整體表現較佳。因此，不宜單以取得某等級的考生人

數比例，來比較不同考試的水平要求或深淺程度。 

 

各院校及學系均自行訂定其收生要求及學額分配，申請人的成績只是考慮因素之一，

院校在收生時亦會考慮其學術以外的成就、面試表現等其他因素。如有需要，請向各

大學查詢有關收生要求。 

 

34. 何謂「其他學習經歷」？對 DSE 考生升大學有何作用？ 

根據新高中課程，「其他學習經歷」是三個組成部分之一，與核心及選修科目(包括應用

學習課程)相輔相成，讓學生達至全人發展。在基礎教育(小一至中三)的五種基本?學習

經歷所建立的基礎上，學校會為學生提供五個範疇的「其他學習經歷」機會，包括德

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和體育發展。詳情可瀏覽教

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cd/mce
http://www.edb.gov.hk/cd/mce
http://www.edb.gov.hk/cd/lwl/cs/
http://www.edb.gov.hk/cd/lwl/cre/
http://www.edb.gov.hk/arts/aesthetic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hysical-education/index.html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lwl/ole/01_intro_01.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