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20 年春季電腦化青少年普通話水平測試 

報名表 
 

請先詳閱「報名須知」。除註明外，請以中文填寫此表格。此表格一經填妥及收悉，考評局將以「密件」方式處理。 

繳費單編號:                          (此欄只供考評局填寫) 
                                             (1)                                           (8) 

 

甲部﹕考生個人資料 
(須與香港身分證、出生證明書或護照上姓名相同)  

英文姓名（請以英文大楷填寫）(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9)                                                                                                                                                        (48) 

中文姓名 中文姓名商用電碼  

                     

(49)                                     (60)    (61)                                                                        (76)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號碼  國籍 

                         

日 日 月 月 年年 年年 (85)                         (92) (93)                       (122)    

(77)                         (84)   

香港身分證/出生證明書/護照號碼                   性別                             

         (  )    
M = 男 
F = 女 

(123)                                   (131)                       (132)                      

通訊地址（請以英文大楷填寫）(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133)                                   (172) 

                                        

(173)                                   (212) 

                                        

(213)                                   (252) 

                                    

                                        
                                    

電郵地址﹝如適用﹞ 
                                        

(254)                                   (293) 

乙部：參加部分 
                                                                     (294) 

請塗黑適當圓圈以確認參加部分 

 

 * 包括證書（若有）費用 

＊＊以下部分，只須填寫丙部（18 歲以下考生） 或 丁部（18 歲或以上並在校學習考生）＊＊ 

＊＊本測試不接受 18 歲以上非在校學習人士申請＊＊ 

 

丙部：家長/監護人資料 (18歲以下考生家長/監護人填寫) 

家長/監護人英文姓名（請以英文大楷填寫）(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295)                                   (334) 

與考生關係： 

  

(335)                     (338)  

本人同意「報名須知」內所述的條文，包括將個人資料整理作指定用途。 
本人亦同意測試機構及考評局不會對以下情況負上任何責任：因天災、工人罷工、自然災害、政府行動或干預、或任何因考
評局不能合理地預料或不能合理地控制的情況下，而引致不能履行職責。考評局或其委託人士不會對因職員、考務人員或考
場沒有履行考試的規則、政策或程序而導致的損失作出賠償。 
所有已繳交的費用，概不發還，亦不可轉讓他人或轉作其他考試或其他用途。 
*測試機構及考評局希望採用你的個人資料作推廣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服務及產品（包括考試服務、課程、活動、刊物，及其他
考試有關的物品或資源）。若你反對有關用途，請在此格內劃上勾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及簽名：    日期︰ 
 

# 請把不適用者刪除 

參加部分 （二選一） *費用（港幣）  

  電腦化青少年普通話水平測試 1180 ○ 

或 電腦化青少年普通話水平測試及預試練習 1442 ○ 

 

區域         (253) 

香港 HK  ○ 

九龍 KLN  ○ 

新界 NT  ○ 

 

請塗黑其中一個圓圈 

 

) 

半身近照 

呎寸：2” x 1.5” 

(請考生自行貼上) 

 

另須多繳交 1 張照片 

(供通過測試獲發考級證書用) ( 



丁部：學校資料 (18歲或以上考生填寫) 

學校英文名稱（請以英文大楷填寫）(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339)                                   (378) 

 

兹證明＿＿＿＿＿＿＿＿＿＿＿＿＿＿＿＿＿＿＿＿現為本校的全日制學生。 

 

校長姓名及簽名：    日期︰ 
 

 

 

 

 

學校印章： 

 

 

 

戊部：繳費證明 

請於繳付考試費後，將7-Eleven 或OK便利店發出的收據用膠水或膠紙貼在此格上。沒有繳費證明的申請將不予受理。 

繳費單編號: 

        

(379)                     (386)      

 
費用: 

    

(388)  (392) 

 
 
考生必須保留繳費單副本，作日後有需要時使用。 
 
本人同意「報名須知」內所述的條文，包括將個人資料整理作指定用途。 
本人亦同意測試機構及考評局不會對以下情況負上任何責任：因天災、工人罷工、自然災害、政府行動或干預、或任何因考
評局不能合理地預料或不能合理地控制的情況下，而引致不能履行職責。考評局或其委託人士不會對因職員、考務人員或考
場沒有履行考試的規則、政策或程序而導致的損失作出賠償。 
所有已繳交的費用，概不發還，亦不可轉讓他人或轉作其他考試或其他用途。 

*測試機構及考評局希望採用你的個人資料作推廣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服務及產品（包括考試服務、課程、活動、刊物，及其他

考試有關的物品或資源）。若你反對有關用途，請在此格內劃上勾號□。 

考生簽名：    日期︰  

 
 

 

 

 

 

 

 

 

 

 

 

 

 

(ver.19 Dec 2019) 

重要提示 

暫定測試日期︰2020 年 4 月 22 日。(詳細測試日期、時間及地點將載於考生准考證內) 

 

報名日期（只接受郵遞報名）﹕2020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 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 

 

考生填妥報名表後，須連同下列文件寄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國際及專業考試部 (地址：九龍新蒲崗爵祿街 17 號 3 樓)︰ 

1. 香港出生證明書 /香港身份證 /護照副本（只供審核資料用，申請手續辦妥後，考評局會將之銷毀） 

2. 兩吋近照兩張 (報名表上貼一張，另一張供證書用，照片背後請寫上考生姓名) 

3. 考生須攜同繳費單到香港任何一間 7-Eleven 或 OK 便利店以現金繳費。繳費後，請保留繳費單並將 7-Eleven 或 OK 便利店發

出的收據用膠水或膠紙貼在報名表上。沒有繳費證明的申請將不予受理。 

4. 請於信封面上註明「電腦化青少年普通話水平測試報名」。 

 

本局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查詢電話號碼：3628 8755 

 

本局恕不接納任何資料不全或欠繳費用的考試報名。 



＊＊請填妥報名表及細閱報名須知後才繳交測試費用＊＊ 

＊＊本測試不接受 18 歲以上而非就讀中、小學學生申請＊＊ 

 

==================================== 

 

請列印後頁其中一張合適的繳費單 

以繳交費用 

 

 

電腦化青少年普通話水平測試測試費 

港幣 1180元 (D/N No.: 16 – 204000) 

 

或 

 

電腦化青少年普通話水平測試測試費及預試練習費 

港幣 1442元 (D/N No.: 17 – 204000) 



考生必須於上列截止繳費日期 / 時間前繳付全數考試費。                                                                                                   已繳付的考試費，概不退還，亦不可作為代付
其他考試或其他人士所需繳交的任何費用。
                                                                                                                                                   Fees paid are not 
refundable and not transferable from one candidate to another or from one examination to another.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考試費

Examination Fee

繳費辦法及地點

Payment Method and Venue
攜同此繳費單到任何一間香港 7-Eleven 或 OK 便利店以現金繳費

Payment by CASH at any 7-Eleven or Circle K convenience store in Hong Kong by 
presenting this Demand Note

截止繳費日期 / 時間

Deadline for Payment of
Examination Fee

……………………………………………………………………………………………………………...………

考生姓名（英文）

Name of Candidate i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注意事項

Important Notice:

逾期繳費，須獲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批准及另繳交附加費，否則報名作廢。
Payment after the deadline for payment of examination fee is subject to a supplementary fee and the approval of the 
HKEAA.  Otherwise, entry to the examination will be invalidated.

考生必須保存由香港7-Eleven 或 OK 便利店發出的收據作為繳款證明。
Candidate must retain the receipt issued by 7-Eleven or Circle K convenience store in Hong Kong as proof of payment.

為能清晰打印繳費單上的條碼以確保其有效性，建議使用有足夠碳粉的激光打印機及優質的A4紙張，也可使
用可達到同樣效果的高質量噴墨打印機，並妥善完成打印整張繳費單。請勿摺疊繳費單上印有的條碼的部分
，並請於繳費前保持以下電腦條碼完整。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harpness and hence effectiveness of the barcode on the demand note, the use of laser printer 
with sufficient toner and high quality A4 paper is recommended.  High quality inkjet printers which can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may also be used.  Please check that the complete demand note is properly output and ensure not to fold 
the part of the demand note with the barcode.  Also, please keep the bar code below intact until the time of payment.

1.

2.

3.

4.

於香港7-Eleven 或 OK 便利店繳款用電腦條碼

Bar Code for Payment at 7-Eleven or Circle K convenience store in Hong Kong :

1391-6710-1620-4000-0000-0001-0202-0032-0118-000

16 - 204000D/N No. : 

HK $1180
港幣 1180 元

此繳費單只可使用一次及只可用作繳付上列考生的考試費。
This demand note can only be used once exclusively for settling the examination fee of the above named candidate.

5.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3628 8755。
For enquiries, please call 3628 8755 during office hours.

6.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on or before the deadline for payment of examination fee.

繳費單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Demand Note

2020 年 4 月 電腦化青少年普通話水平測試

Computerised PTH Shuiping Ceshi for the Youth - April 2020

5:00 pm on 20 March 2020
2020 年 3 月 20 日下午五時正

16 - 204000D/N No. :



考生必須於上列截止繳費日期 / 時間前繳付全數考試費。                                                                                                   已繳付的考試費，概不退還，亦不可作為代付
其他考試或其他人士所需繳交的任何費用。
                                                                                                                                                   Fees paid are not 
refundable and not transferable from one candidate to another or from one examination to another.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考試費

Examination Fee

繳費辦法及地點

Payment Method and Venue
攜同此繳費單到任何一間香港 7-Eleven 或 OK 便利店以現金繳費

Payment by CASH at any 7-Eleven or Circle K convenience store in Hong Kong by 
presenting this Demand Note

截止繳費日期 / 時間

Deadline for Payment of
Examination Fee

……………………………………………………………………………………………………………...………

考生姓名（英文）

Name of Candidate i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注意事項

Important Notice:

逾期繳費，須獲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批准及另繳交附加費，否則報名作廢。
Payment after the deadline for payment of examination fee is subject to a supplementary fee and the approval of the 
HKEAA.  Otherwise, entry to the examination will be invalidated.

考生必須保存由香港7-Eleven 或 OK 便利店發出的收據作為繳款證明。
Candidate must retain the receipt issued by 7-Eleven or Circle K convenience store in Hong Kong as proof of payment.

為能清晰打印繳費單上的條碼以確保其有效性，建議使用有足夠碳粉的激光打印機及優質的A4紙張，也可使
用可達到同樣效果的高質量噴墨打印機，並妥善完成打印整張繳費單。請勿摺疊繳費單上印有的條碼的部分
，並請於繳費前保持以下電腦條碼完整。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harpness and hence effectiveness of the barcode on the demand note, the use of laser printer 
with sufficient toner and high quality A4 paper is recommended.  High quality inkjet printers which can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may also be used.  Please check that the complete demand note is properly output and ensure not to fold 
the part of the demand note with the barcode.  Also, please keep the bar code below intact until the time of payment.

1.

2.

3.

4.

於香港7-Eleven 或 OK 便利店繳款用電腦條碼

Bar Code for Payment at 7-Eleven or Circle K convenience store in Hong Kong :

1391-7710-1720-4000-0000-0000-5202-0032-0144-200

17 - 204000D/N No. : 

HK $1442
港幣 1442 元

此繳費單只可使用一次及只可用作繳付上列考生的考試費。
This demand note can only be used once exclusively for settling the examination fee of the above named candidate.

5.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3628 8755。
For enquiries, please call 3628 8755 during office hours.

6.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on or before the deadline for payment of examination fee.

繳費單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Demand Note

2020 年 4 月 電腦化青少年普通話水平測試 (及預試練習)

Computerised PTH Shuiping Ceshi for the Youth with Pre-test Practice - April 2020

5:00 pm on 20 March 2020
2020 年 3 月 20 日下午五時正

17 - 204000D/N N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