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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香港中學文憑：：認證及甄選認證及甄選

為中六畢業生提供一項通用的資歷，以
便升學、就業、進修及接受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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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香港中學文憑成績通知書成績通知書
（（已於已於20122012年年77月月2020日派發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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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課程架構新高中課程架構

新高中
課程

2 – 3個
選修科目

4個
核心科目

其他
學習經歷

20 個新高中科目
應用學習科目
其他語言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數學
通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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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的科目香港中學文憑的科目

類別 科目

甲甲

2424個新高中課程個新高中課程

4 個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數學、通識教育

20 個選修科目: 

生物、化學、物理、中國歷史、中國文學、經濟、倫
理與宗教、地理、歷史、旅遊與款待、科學﹕組合科
學、科學﹕綜合科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設計
與應用科技、健康管理與社會關懷、資訊及通訊科
技、科技與生活、音樂、視覺藝術、體育、英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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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參照成績匯報水平參照成績匯報

（（類類别甲别甲﹕﹕2424個個新高中新高中課課程程））

表現等級

第5級為最高等級，當中成績最佳考
生可獲5**(10%)；其次為5*(30%)

低於第1等級則不予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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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的科目香港中學文憑的科目

類別 科目

乙乙

應用學習科目應用學習科目

應用科學

商業、管理及法律

創意學習

工程及生產

媒體及傳意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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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匯報（類別乙：應用學習科目）成績匯報（類別乙：應用學習科目）

分兩個級別：

達標並表現優異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達標
(At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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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的科目香港中學文憑的科目

類別 科目

丙丙

其他語言科目：其他語言科目：

法語

德語

印地語

日語

西班牙語

烏爾都語

以上6個科目均採用劍橋大學國際考試(CIE)

高級補充程度會考課程及試題



10

成績匯報（類別丙：其他語言科目）成績匯報（類別丙：其他語言科目）

按照CIE等級匯報成績

aaa
bbb
ccc
ddd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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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證書香港中學文憑證書

由考評局頒發

列出考生於報考科目中所獲取的成績

考生最少其中一科達到第1級水平（甲類科目）/ 
達標水平（乙類科目） / e級水平（丙類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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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香港中學文憑證證書書
（（將於將於20122012年年1010月派月派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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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匯報制度成績匯報制度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考評局將參照
預設的水平來匯報考生的成績

考生表現會分為五個等級 (1‐5級)，第5級
內，約10%成績最優異的第5級考生，可
獲5**級，約30%成績次佳的第5級考生，
可獲5*級

表現低於第1級則不予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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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等級描述共通等級描述

第五級

對課程內容有廣泛的認識和透徹的理解，能把概念和技巧有效地應用到多元和複雜的不
熟悉情境，並顯示深入的見解
能分析、綜合和評價廣泛的資料
能精簡及邏輯地傳達意念和見解

第四級

對課程內容有良好的認識和理解，能把概念和技巧有效地應用到不熟悉的情境，並顯示
深入的見解
能分析、綜合和詮釋各種資料
能邏輯地傳達意念和見解

第三級
對課程內容有足夠的認識和理解，能把概念和技巧適當地應用到不同的熟悉情境
能分析和詮釋各種資料
能恰當地傳達意念和見解

第二級
對課程內容有基本的認識和理解，能把概念和技巧應用到熟悉的情境
能辨識和詮釋直接的資料
能平衡地傳達簡單意念

第一級
對課程內容有初步的認識和理解，在協助下，能把概念和技巧應用到簡單熟悉的情境
在指導下，能辨識和詮釋簡單的資料
能粗略地傳達簡單意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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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ic DescriptorsGeneric Descriptors

Level 5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 concepts and 
skills effectively in diverse and complex unfamiliar situations with insight
ability to analyse, synthesise and evaluate information from a wide variety of source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deas and express views concisely and logically 

Level 4

goo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 concepts and skills 
effectively in unfamiliar situations with insight
ability to analyse, synthesise and interpret information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deas and express views logically

Level 3

adequat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 concepts and skills 
appropriately in different familiar situations
ability to analyse and interpret information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deas and express views appropriately

Level 2

basic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 concepts and skills in 
familiar situations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interpret information from straightforward source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simple ideas in a balanced way

Level 1

elementary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 concepts and skills 
in simple familiar situations with support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interpret information from simple sources with guidanc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simple ideas brie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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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參照成績匯報資料套水平參照成績匯報資料套

於2009年4‐6月期間出版，並已送到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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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水平成績水平

在訂定香港中學文憑第4級和第5級的等
級水平時，會參照香港高級程度會考A至
D級的水平

不過，這是要確保各等級的水平，在不
同年份維持不變，而非保持各等級分布
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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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乙類別乙：：應用學習科目應用學習科目

創意學習

形象設計

創新產品設計

珠寶藝術與設計

商業漫畫設計

多媒體科藝

戲劇藝術入門

舞出新機－舞蹈藝術

媒體及傳意

電影及錄像

資訊娛樂節目製作

電台主持與節目製作

商業、管理及法律

國際商貿市場拓展

中小企實用電腦會計

認識金融服務

採購及營銷

零售管理

認識香港法律

服務

酒店服務營運

酒店營運

西式食品製作

項目策劃及運作

幼兒成長教育

美容學基礎

應用科學

基礎健康護理

中醫保健與美容

健康護理實務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運動管理與教練法

工程及生產

汽車科技

航空學

屋宇設施工程



19

應用學習科目屬選修科

課程由提供的機構發展，並經教育局認可

修讀考生無須參加公開考試

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工作由提供課程的有
關機構負責，並主要由課程導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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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目標評估目標

評估考生對個別專業或行業的知識、理解和技
巧，以及他們在真實環境下展示的共通能力

評估目標一般包括：
與職業相關的能力
基礎技能
思想能力
人際關係
價值觀和態度

為確保評核水平一致，考評局負責調整由提供
課程機構呈交的評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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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0 年8月底上載至考評局網頁

應用學習科目

評估資料套

ApL Subjects Assessment 
Information Package

核心部分

Core Part

30 套應用學習科目

30 ApL Subjects

評估概覽

Assessment Profiles

附錄

Appendix 

應用學習科目評估資料套應用學習科目評估資料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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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部分核心部分內容內容

應用學習的評估系統

應用學習評估工作的主導原則

成績水平與匯報

行政安排

維持水平機制



23

評估概覽內容評估概覽內容

包括30套個別科目的

評估計劃

評估課業詳述

達標表現描述

學生課業示例及評語

評估準則 / 評分表格/評分參考

內部質素保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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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概覽內容評估概覽內容 ‐‐ 示例及評語示例及評語

讓持份者掌握評估要求及不同的表現水平

時裝及形象設計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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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2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成績統計成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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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類別 報考人數 出席人數

學校考生 71 745 71 479

日校考生 70 282 70 109

自修生 1 329 1 141

全體考生 73 074 72 620

報考及出席人數報考及出席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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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成績統計整體成績統計 —— 等級分布百分率等級分布百分率

應考科次 5** 5*+ 5+ 4+ 3+ 2+ 1+ U

日校考生 69 544 0.8 3.5 8.4 26.8 49.8 79.3 96.1 3.9

全體考生 71 284 0.8 3.4 8.3 26.3 49.0 78.5 95.7 4.3

(i) 中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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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英國語文

應考科次 5** 5*+ 5+ 4+ 3+ 2+ 1+ U

日校考生 69 713 0.8 3.1 7.7 23.7 50.1 79.2 90.0 10.0

全體考生 71 617 0.7 3.1 7.6 23.3 49.3 78.6 89.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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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科次 5** 5*+ 5+ 4+ 3+ 2+ 1+ U

日校考生 424 878 1.1 4.2 10.6 32.2 59.8 83.1 94.5 5.5

全體考生 434 563 1.1 4.2 10.4 31.8 59.1 82.4 94.1 5.9

註：數學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會被視為同一個科目組合。若考生同時應考兩個部分，則選擇其中成績
較好的一個。

(iii) 所有甲類學科成績的百分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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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科次
達標並

表現優異
達標或以上 未達標

日校考生 4 746 24.4 90.7 9.3

全體考生 4 949 23.9 89.9 10.1

(iv) 所有乙類學科成績的百分率



31

考生類別 出席人數

日校考生應考最少五科 69 001

全體考生應考最少五科 70 368

最佳五科的成績表現最佳五科的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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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校考生 全體考生

人數 % 人數 %

五科取得5**級 83 0.1 83 0.1

五科取得5*級或以上 707 1.0 707 1.0

五科取得5級或以上 2 723 3.9 2 728 3.9

五科取得4級或以上 12 392 18.0 12 419 17.6

五科取得3級或以上 30 369 44.0 30 528 43.4

五科取得2級或以上 50 757 73.6 51 281 72.9

五科取得1級或以上 61 766 89.5 62 669 89.1

四科取得1級或以上 65 070 94.3 66 094 93.9

三科取得1級或以上 66 870 96.9 67 993 96.6

兩科取得1級或以上 68 041 98.6 69 249 98.4

一科取得1級或以上 68 703 99.6 70 000 99.5

成績

最佳五科的成績表現最佳五科的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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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成績統計一般成績統計

日校考生 全體考生

人數 % 人數 %

(a)於四個核心科目中取得2級或以上 46 583 67.5 47 007 66.8

(b)於五科甲類學科中取得2級或以上 50 584 73.3 51 106 72.6

(c)於五科甲類學科/乙類學科中取得

2級或以上
50 757 73.6 51 281 72.9

(d)於五科甲類學科中取得2級或以

上，其中包括中國語文科及英國
語文科

47 525 68.9 47 968 68.2

(e)於五科甲類學科/乙類學科#中取得

2級或以上，其中包括中國語文科

及英國語文科

47 628 69.0 48 072 68.3

成績

# 包括乙類學科取得「達標並表現優異」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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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副學位課程入學要求符合副學位課程入學要求//
應徵公務員職位的成績統計應徵公務員職位的成績統計

日校考生 全體考生

人數 % 人數 %

於五科甲類學科中取得2級或以上/

於乙類學科取得「達標」或以上成
績，其中包括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
文科

47 831 69.3 48 276 68.6

成績

註：若選修乙類學科並取得「達標」成績，會被視為甲類學科的第2級成績，以符合副
學位課程入學及公務員職位入職的成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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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校考生
(總人數：70 109)

全體考生
(總人數：72 620)

人數 % 人數 %

於核心科目中取得「3322」或更佳成績 26 431 37.7 26 552 36.6

成績

在統計表內，於核心科目中取得「3322」成績是指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

科均取得3級成績，而數學必修部分及通識教育科則取得2級成績。

符合大符合大學學或院校入或院校入學學要求的成要求的成績統計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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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的本地認可香港中學文憑的本地認可

大大學學

四個核心科目列為大學的基本必要入學條件
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達到第3級
數學及通識教育科達到第2級

大學公布不同院校及學系的收生要求（除四個核心科目
外，部分要求多一至兩個選修科目）

大學校長會確認「學生學習概覽」為錄取考生的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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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的本地認可香港中學文憑的本地認可

副學位（副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

最低入學要求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3個其他科目3個其他科目

達第2级

或同等水平

達第2级

或同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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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的本地認可香港中學文憑的本地認可

政府公務員事務局在2012年7月20日或以後聘任公務員時，
應徵者在五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科目中取得以下成績，即
視為符合要求：

考評局向不同行業僱主介紹有關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資歷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 高考兩科合格和會考三科良

新高中科目第2级

應用學習科目「達標」，
以及

其他語言科目e级

新高中科目第3级

應用學習科目「達標並
表現優異」，以及

其他語言科目c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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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的國際認可香港中學文憑的國際認可

澳洲

承認香港中學文憑之水平等同澳洲高中畢業證書

英國
香港中學文憑獲納入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
（UCAS）的分數對照制度

第5級的成績和GCE A Level的A級相若

第3級的成績和GCE A Level的E級相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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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的國際認可香港中學文憑的國際認可

內地

國家教育部早前公布，63所內地高等院校試行對香港學生豁免
聯招考試

地點分布於11個省市：北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江
蘇、浙江、福建、湖北、四川、雲南

提供課程的院校：綜合性大學、師範大學、醫學院、中醫藥大
學、財經大學、語言大學、服裝學院、美術學院、音樂學院和
傳媒大學

台灣

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公布，香港學生2012年無須參加「香港考
區學科測驗」，可直接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參與海外聯合
招生報讀當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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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的國際認可香港中學文憑的國際認可

http://www.hkeaa.edu.hk/tc/ir/ircountry_hkdse.html

於2010年6月開始進行問卷調查

英國、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的大學已作出回
應，反映香港中學文憑資歷得到廣泛認可

超過130間海外大學列出其收生要求

http://www.hkeaa.edu.hk/tc/ir/ircountry_hkd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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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資源網上資源

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www.hkeaa.edu.hk/tc/hkdse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通訊
www.hkeaa.edu.hk/tc/HKDSE/hkdse_newsletter/index.html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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