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2019 年夏季
普通教育文憑考試、IAL 及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自修生報考手續
有意報考以下考試的自修生，可依下列資料辦理報考手續：
培生愛德思：




普通教育文憑考試 (Pearson Edexcel GCE)
IAL考試 (Pearson Edexcel IAL)
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Pearson Edexcel IGCSE)

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 (劍橋國際)：

普通教育文憑考試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GCE)

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IGCSE)
１. 考試日期：2019 年 5 月及 6 月間舉行。
２. 報考資格：無特定資格
３. 報考手續：
(一) 網上報名：可於指定日期內，透過網址(online.hkeaa.edu.hk) 在網上辦理報名手續
(二) 報名表格：可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網頁 (www.hkeaa.edu.hk)下載或到下列辦事處索取：
(1)

灣仔辦事處：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2 樓

(2)

新蒲崗辦事處： 九龍新蒲崗爵祿街 17 號 3 樓

報考者須將填妥之報名表格，連同有關文件，以郵寄方式、親身或委託他人於指定報名
期間內到新蒲崗辦事處辦理手續。

網上報名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8 時 30 分)
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下午 10 時)

郵遞報名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7 日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 號陽光中心 7 樓 7/F, Sunlight Tower, 248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ephone: (852) 3628 8833 / 3628 8808 傳真 Fax: (852) 3628 8088
網址 Website: www.hkeaa.edu.hk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5 日
親身或委託他人報名

星期一至五：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只適用於報名期間)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詳情請參閱「考生報考須知」。
４. 考試費用（自修生）：
培生愛德思普通教育文憑考試
(一) 每個高級補充/高級程度單元 (Modular Unit)：
政府與政策

915 元

(二) 每個高級補充/高級程度單元 (Modular Unit)：
數學

740 元

(三) 每個高級補充/高級程度特别單元 (Modular Unit)：
亞拉伯語、中國語文、日語、希臘語

1,790 元

(四) 每個高級補充程度科目 (Linear Subject)：
中國語文

3,725 元

(五) 每個高級補充程度科目 (Linear Subject)：
企業概論、經濟Ａ或Ｂ、心理學、政治

1,835 元

(六) 每個高級補充程度科目 (Linear Subject)：
數學、進階數學、統計學

2,210 元

(七) 每個高級程度科目 (Linear Subject)：
中國語文

5,610 元

(八) 每個高級程度科目 (Linear Subject)：
企業概論、經濟Ａ或Ｂ、心理學、政治

3,640 元

(九) 每個高級程度科目 (Linear Subject)：
數學、進階數學、統計學

4,415 元

培生愛德思 IAL 考試
(一) 每個高級補充/高級程度單元 (Modular Unit)：
企業概論、經濟、心理學、歷史、英國語文、英國文學

920 元

(二) 每個高級補充/高級程度單元 (Modular Unit) ：
生物、化學、物理、數學 （數學核心單元除外）

740 元

(三) 每個高級補充/高級程度單元 (Modular Unit)：數學（核心單元）

1,425 元

(四) 每個高級補充/高級程度特别單元 (Modular Unit)：
會計、阿拉伯語

1,795 元

(五) 高級程度法律科目 (Linear Subject)

2,550 元

培生愛德思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一) 每科：
會計、生物、化學、商業、英國語文、英國文學、純粹數學、歷
史、人類生物學、數學、物理、宗教

1,505 元

(二) 每科：
阿拉伯語（第一語言）、企業概論、經濟、泰米爾語

2,420 元

(三) 語文科目：中文、法語、德語、西班牙語

2,860 元

(四) 科學科（Double Award）

2,815 元

劍橋國際普通教育文憑考試
(一) 每個高級程度科目

2,465 元

(二) 每個高級補充程度科目 (法語、西班牙語除外)

1,625 元

(三) 每個高級補充程度科目 (法語、西班牙語)

2,340 元

(四) 普通程度科目

1,620 元

劍橋國際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一) 每科 [法語（外語）除外]

1,495 元

(二) 法語（外語）

2,320 元

考生之考試費用必須於 2018 年 12 月 6 日或以前繳付。繳費辦法可參閱網上繳款指示或繳費
單背頁。
５. 查詢電話：
3628 8761 / 3628 8787

-完-

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