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文憑試研討會(2013 年 1 月 31 日) 

問與答 
以下為於 2013 年 1 月 31 日出席香港中學文憑試研討會人士提出的問題及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教育局的回應： 
 
【第 1 至 16 題只提供中文版 Chinese version only for Question 1-16】 
 
有關組別能力指數(GAI)的問題 
 
1. 既然是水平參照，旅遊與款待的成績何須用 GAI 影響學生成績，因為此科的 GAI 受考

生的中文及通識科文憑試成績所影響。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所有甲類新高中科目均採用「水平參照」成績匯報，按預設的水平

及等級描述來評核考生的成績。考生所得的成績能反映其知識及能力，不會受其他考

生的表現而影響其等級，亦不會預設各等級的人數比例。在評級過程中，由科目及評

核專家組成的「專家小組」會參考所有相關資料，包括等級描述、試卷難度、考生實

際表現等，以制定各等級的建議臨界分數，從而得出考生所獲的等級。 
 

在 2012 年首屆文憑試，選修科目的專家小組獨立制訂各等級的水平標準，並按考生的

實際表現，確定不同等級的臨界得分。而「組別能力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之一，對維

持各科成績的可比性有參考作用，切合文憑試資歷符合本地及國際認可要求的需要。 
 

至於 2013 年及其後的文憑試，專家小組則須維持各等級已定下的水平標準。專家小組

在確定臨界得分的過程中，會對照已制定的等級水平標準及考生的實際表現，並參考

包括「組別能力指數」在內的相關統計資料，作出最終的建議，提交公開考試委員會

審議。 
 

相關詳情請參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評級程式與水準參照成績匯報》：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HKDSE_SRR_A4_Booklet_Jun2011.pdf   

 
2.  Applied Learning 是提供科目予同學發展他們傳統科目以外的能力，若以 core subject

再用來量度(調分)同學所獲得的成績，是否恰當？  
3.  假如某 Applied Learning 的科目有 30 人修讀，e.g.體育類的科目，30 名學生的核心科

成績都非常不理想，所以考評局便會判斷可取 distinction 的人數很少! 但開辦 ApL 的

機構卻認為學生表現非常好，評分很高。但學生最後所獲級別，卻由 HKEAA 決定，

是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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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提問 2 及 3)： 
 
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是高中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應用學習著重實用的學習元素，雖與寬廣的專業領域和職業領域緊密關連，但與高中

科目是相輔相成的。應用學習課程對建構知識、發展技能和培養態度同樣重視，讓學

生從應用和實踐中學習相關的基礎理論和概念，並在真實情境培養共通能力。 
 
由於應用學習科的「達標並表現優異」評級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等同甲類科目的

3 級或以上的水平，考評局訂定應用學習科目的「達標並表現優異」評級時，需參考四

個核心科目之成績，以確定考生具備「水平參照」的 3 級或以上的共通能力及表現。  
 
有關試卷評核的問題 
 
4.  曾出現一個科目的成績報告會議，有教師發現一科 Paper1 的比例分數較少，Paper2 比

例較大，但 Paper1+2 成績(分數)加起，2 位同學原始分相同，因無 SBA，因「加權」

問題，使 DSE 評級 Paper1 較高的成績會好過 Paper2 成績好的。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試卷的設計是根據學科的課程內容和知識比重，所以不同試卷有不同的加權情況。 

 
5. 重閱答卷過程中，在原答卷內出現的技術上錯誤，會在計算平均值前剔除嗎?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考生若申請重閱答卷，其所有答卷會經由覆核閱卷員重新評核。 每份答卷及記分紙（適

用於口試）會先經積分覆核，以排除技術上的錯誤。每份答卷會經由一名覆核閱卷員

重新評閱，若評分與原先的閱卷員有分別，則答卷再交第二名覆核閱卷員重新評核。 

 

經重新評閱後的評分會被納入有效分數之列（包括原先的閱卷員／主考員及覆核閱卷

員所給予的所有評分），以其平均值計算考生最終的科目成績或卷別成績。 

 

若於閱卷期間已發現分數出現問題，試卷主席或助理試卷主席會重閱答卷，而該有問

題的分數必不會被納入為有效分數之列。重閱答卷時納入更多有效的分數，目的是提

升評卷的準確度和效度。 

 

但若於重閱答卷時，發現原先閱卷員的分數出現技術上的錯誤或評分出錯，原先閱卷

員的分數則不會納入有效分數之列。因此，考生可放心只有有效的分數才會被計算於

最終的得分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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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等百分位等值法(Equipercentile approach)的問題 
 
6. M1 及 M2 有沒有做 Equipercentile analysis? 哪組人的數學(必修)分數高一些？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有做的。考評局根據考生在數學(必修)部分的表現進行分數等值，使選答不同部分考生

的表現，能以同一尺度作出比較及為專家小組提供參考。 每年選科情況皆不同，M1/ M2 
暫時只有一年的數據，現階段不宜過早評論。 
 

7. BAFS 的會計和商業管理為兩個不同的學科，應分開兩個學科，不宜用 Equipercentile 
method 處理。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BAFS)目前仍是一個學科，有一份共通試卷考核(必修)部分; 用
Equipercentile method 作分數等值是恰當的處理方法。 
 
考評局聯同教育局現正合作進行新高中課程及評核的檢討，提出的建議尚在諮詢中，

我們會盡快公布結果。 
 
有關考試日期及成績發放安排的問題 
 
8. 請問 other languages (Category C)的考試日期要定性在 11 月及 6 月，對該等考生是否有

不利的情況 (即使放榜日已提早到 19 July)? JUPAS 會否 discriminate 該批考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其他語言科目之考試及放榜日期為劍橋國際考試部(CIE)訂定，屬於全球性國際考試，

考評局致力為選考其他語言科目之考生提供協助，在 2012 年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

評局與 CIE 達成協議，爭取在 CIE 正常公布成績時間提早約三星期通知有關考生之成

績。我們的安排是劍橋國際考試部，在 7 月 19 日將成績傳送考評局，由於 2012 年的

放榜日期是 7 月 20 日，所以其他語言 (6 月考期) 科目成績與主要科目成績能夠一同發

放。不過由於許多持分者希望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可以更早放榜，2013 年之放榜日期暫

定在 7 月 15 日，故此其他語言 (6 月考期) 科目之考生於主要科目放榜當天，未能取得

有關成績。唯大學聯合招生處 (JUPAS Office) 已作出特別安排，令考生於獲取成績後

仍可更改課程選擇，以趕及第一輪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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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放榜日成績榜或 Statistics 可否也發放硬副本？(因上次碰巧電腦網絡出意外，不能取成

績，結果要全級老師一起抄成績──十分壯觀！）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考慮到全港考生數目及確保成績發放機制的有效度，往年發放流程暢順，所以不宜改

變發放模式。 若個別學校遇上特殊情況，可向考評局查詢，我們樂意提供協助。 
 
有關英國語文科選答 B1 部分(較易部分)或 B2(較難部分)的問題 
 
10. 想追問有關學生報考英文科 B1/B2 的問題。 如學生英文水平一般，絕大機會不能考獲

level 4 以上。那麼，我們應建議學生考「深卷」還是「淺卷」？ 
11. 英文分 B1/B2 卷的作用為何？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已即場回應提問 11 及 12： 
考生於英國語文科卷一閱讀及卷三聆聽與綜合能力須作答 A 部分的必答題和選答 B1
部分(較易部分)或 B2(較難部分)的題目。有關設計主要為配合不同能力考生的需要，由

於新高中科目均採用「水平參照」評級，各評級反映考生的實際能力，故學生無論選

答 B1 或 B2 部分，皆按其能力而評級。 
 
考生的試卷總分是將必答部分的分數和較難部分的分數(或較難部分的等值分數)相加

而得出，繼而根據試卷總分進行評級。考生選答 B1 較易部分最多可獲第 4 級，而有關

做法已於評核大綱中列明。 
 
考生應該按自己的能力選答合適的部分。任課教師最了解學生水平，考生可以先詢問

他們的意見，再決定應選那一部分作答，亦可參考考評局早前推出的《香港中學文憑

水平參照成績匯報資料套》及英國語文科的等級描述，再決定自己能否達到第 4 或第 5
級的水平。考生也可試做 2012 年文憑試英國語文科試卷及練習卷的較淺和較深部分，

然後再作決定。我們建議考生應試前先選定作答那一部分，如果臨場才考慮便要多花

時間閱讀所有題目。 
 
其他類別的問題 
12. 各大學公佈收生的形式不同，難以比較。HKACMGM 義工老師做統計，工作量極大。

可否由學校或 JUPAS 提供入大學的名單給考評局，由考評局公佈入大學各課程的各科成

績？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會將有關建議轉交 JUPAS，考評局非常樂意與 HKACMGM(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加強溝

通合作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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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對於越來越多 SEN 學生參與新高中文憑試，考評局有何支援*（公開試及 SBA 兩方面）?
（*除了放大試卷／加時外之支援）曾聽聞智力較低之學生是沒有任何支援，例如加

時，因加不加時是沒有分別！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2012 及 2013 年分別有多少 SEN 考生獲特別考試安排？ 

分類 文憑試 高考 
2012  2013 2012  2013 

肢體活動能力障礙 103 93 43 6 
視障 63 70 35 1 
聽障 251 223 98 10 
語障 82 110 15 1 

特殊學習障礙 339 456 16 0 
其他 218 234 50 6 
總數 1056 1186 257 24 

 
特別考試安排： 
 延長作答時間／考試中途休息 
 使用輔助儀器 
   特別試場／考室 
 試卷／作答形式的特別安排 
 豁免部分考試 
 
14. 在 2013 年，報讀 2X 的人數及 3X 的人數。在 2012 年，報讀 2X 的人數及 3X 的人數。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學校考生報考組合 Subject combinations of school candidates 
 學校考生數目 (%) 

No. of School candidates (%) 
2013 2012 

4 個核心科目 + 1 個選修科目 
4 core subjects + 1 elective subject 

7,835 (11.0%) 5,404 (7.53%) 

4 個核心科目 + 2 個選修科目 
4 core subjects + 2 elective subjects 

48,492 (68.1%) 45,905 (63.97%) 

4 個核心科目 + 3 個選修科目 
4 core subjects + 3 elective subjects 

13,855 (19.5%) 19,414 (27.05%) 

4 個核心科目 + 4 個選修科目 
4 core subjects + 4 elective subjects 

133 (0.2%) 151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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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upport to Careers Masters： 可否不是提供更多資料，要求我們給予學生/家長/同事 更
多輔導和支援，而是你們提供行政支援和減升學輔導老師的教學節數呢? 

 
教育局回應： 

教育局一向注重學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並致力向教師、學生及家長提供適切的

專業服務。我們亦鼓勵學校運用校內資源，減輕升學就業輔導人員的教學負擔，以便

他們能夠投放足夠時間，培育學生發展生涯規劃。此外，校方亦可運用來自家長、校

友及社區組織等的合適資源，幫助校方推行升學就業輔導活動。 

 

16.  為何《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統計報告》那麼昂貴?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回應：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統計報告》的內容以校本及班本為數據基礎，獨立分析研究，資

料繁鉅，獨立刊印，所以成本較高。但作為一個非牟利的法定組織，考評局出售刊物

的收入，全部用於支付考試成本。 

 
【第 17 至 20 題只提供英文版 English version only for Question 17-20】 
 
Equipercentile approach 
17. Equipercentile approach ： is it used to moderate marks between different composition 
questions in Chinese?  
 

HKEAA’s response： 
No.  

 
Other questions 
18.  Who are the specialists in the ‘specialist group’ to determine all the cutting levels?(This is 

very crucial!)  
  

HKEAA’s response： 
The subject panels include frontline teachers, principals,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renowned expert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A senior management team of the 
Authority will meet to review the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individual subject panels. 
In cases where significant discrepancies remain betwee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judge panel and statistical indicators after the panel of judges grading meetings, 
this internal meeting will make overriding recommendations to the Public 
Examination Board on the appropriate alignment betwee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and 
the subject panels’ recommendations for each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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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or ‘combined science’, the ‘combine’ is not 0.5+0.5=1, but 0.75+0.75=1.5; and the 
recognition from local universities is not high. 

 
HKEAA’s response： 
“Integrated Science” and “Combined Science” have been highly recognized by   
overseas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 institutions (including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CIE)) just as the other New Senior Secondary subjects.  EDB, HKEAA 
and local universities are working closely to ensur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During a recent joint meeting, 
the detailed subject requirements of “Integrated Science” and “Combined Science” 
were discussed and clarified, and it was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subjects receive 
positive recognition from local universities. 

 
20. It seems that in the presentation, level 3 was equated to passing-合格 but if the universities’ 

minimum requirement is 3,3,2,2, does it mean that you are saying a failure grade -level 2 in 
L.S. & Maths was required? 

 
HKEAA’s response： 
In the HKDSE Examination, candidates’ performance will be reported with reference 
to a set of standards. The performance will be reported in five levels (Level 1 to 5), 
with 5 being the highest. The top Level 5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Level 5** and the 
next top Level 5 candidates will be awarded Level 5*. Performance below the Level 1 
standard will be designated as “Unclassified”. 

 
Standards-referenced reporting (SRR) aims at reporting candidates' results against a 
set of prescribed levels of achievement based on typical performance of candidates 
at those levels. For each of the levels, a set of descriptors has been developed that 
describes what the typical candidate performing at this level is able to do. 
Candidate's results indicate the standards achieved in terms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regardless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ther candidates taking the same examination. 
 
The notion of pass /fail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SRR. As the level descriptors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typically exhibited by candidates who achieve a 
certain level, users of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including tertiary institutions and 
employers, will be able to set their own language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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