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特殊需要考生 

特別考試安排及申請程序 
(自閉症譜系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學校考試及評核部 



處理特別考試安排申請 

原則 
•  公平、公正 
•  符合有關科目的評核要求 
•  符合個別考生的需要 

處理方法 
• 按公開考試委員會指引 
• 由下述委員會／專責小組考慮個別申請: 

  特殊需要考生事務委員會（委員會） 

  學障考生事務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申請程序 

 
 
 
 
 

9月上旬 

12月下旬至1月中旬 

填妥網上申請表及 
交齊證明文件 

開始遞交申請 發放申請結果 

9月下旬 

結果通知書發
出後四星期內 

書面申請上訴 

3月上旬 

公佈 
上訴結果 

書面申請重新審議 

5月 

6月下旬 

公佈重新
審議結果 



申請程序 – 上訴機制 

考生如對申請結果有異議，可於申請結果通知書發出 
日期起計四星期內以書面提出覆核： 
 

• 需附有新的理據／證明文件 
• 由獨立的「特殊需要考生事務上訴委員會」處理 
• 考生約於3月上旬獲書面通知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申請程序 –重新審議 

若就讀中五的考生對覆核結果不滿意（只限於指定申請期內、 
考試前兩年遞交的申請），可申請重新審議其個案： 
 

• 於5月或之前以書面提出 
• 必須附有新的理據／證明文件 
• 由委員會或專責小組再次審議 
• 考生於6月下旬或之前獲書面通知有關結果 



特別考試安排 

 原則︰ 因應個別考生的特殊需要、 
     殘障情況及程度而提供 



不同類別特殊需要考生 

的特別考試安排 
 

1.   肢體活動能力障礙 
2. 視障 
3. 聽障 
4. 語障 
5. 特殊學習障礙（學障） 

• 其他特殊需要（自閉症譜系障礙、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智障、精神病患、其他疾病／傷患） 



自閉症譜系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按個別考生的情況、評估報告、專家建議（如適用）
及學校的資料考慮考試安排，包括： 
 

1.在熟悉的環境應考／單獨應考 
2.特別試場 
3.在考試中途給予短暫休息時間 
4.延長作答時間（一般不超過25%） 
5.其他 - 文字標註／描述、放大試卷 
6.豁免應考某科分部／部分試題 



特別考試安排 

特別試場／考室 
 

• 獲特別考試安排的考生須在特別試場應考 
• 在熟悉的環境應考／單獨應考／對聲音非常敏感 
• 考試程序與一般試場相同，有較多的監考人員 

為考生提供適當的協助 
• 通常可經升降機直達或位於試場主要入口的同一樓層 
• 於口試時，可獲安排與口試助理應考，以協調 

小組討論的進行 



考試時間的特別安排 
 

• 在考試中途安排短暫休息 （考生在休息時間不能作答） 
  通常適用於90分鐘或以上的考試 
  每45分鐘設5分鐘休息時間 

• 筆試：延長考試（作答）時間 
 給予考生的延長作答時間一般不多於25%，並會就所

有個案作獨立考慮 
 聆聽部分：較長及／或較多的停頓時段 
 口試：延長的備試時間及／或考試時間 

特別考試安排 (續) 

特別試場的考生一般會獲不同的延長作答時間 
及／或短暫休息時間。為使考試順利進行， 
考生一般不可取消已獲批的短暫休息時間 



特別考試安排 (續) 

試卷／作答形式的特別安排 
 

• 提供單面、單面放大（黑白）、單面象牙色試卷   
• 作答形式的特別安排，例如： 
 隔行書寫 
 在多項選擇題試卷上圈畫答案，或在格子 

較大的多項選擇題答題紙作答 
 使用行距較寬的答題紙／方格較大的原稿紙 

和格仔紙（於特別試場供應） 
• 於特殊情況讓考生使用電腦（文字處理器）作答／  

於PDF電腦格式的試題答題簿作答 



特別答題紙 

 



電子版答題紙 



作文測驗或考試樣本 (2018年個案) 

 



自閉症譜系障礙考生 — 文字標註／描述 

• 可申請於涉及高階分析／理解的漫畫或複雜圖畫的試題加上
文字標註／描述 

• 只以文字方式描述漫畫或複雜圖畫的外形／佈局，並不會提
供有關漫畫或複雜圖畫的任何解說或闡明其潛在意思 

• 適用上述安排的漫畫或複雜圖畫涉及專業判斷（即需考生作
高階分析／理解），並不是所有漫畫或圖畫均會加上文字標
註／描述。如有需要，考生會於考試開始前獲發一份特別版
試卷，以及一份普通版試卷 

 • 於遞交申請時須列明相關科目（一般適用於通識教
育科、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 

• 曾於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相同的安排（附件3）  



自閉症譜系障礙考生 — 文字標註／描述（續） 

• 於遞交申請時須列明相關科目（一般適用於通識教
育科、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 

• 曾於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相同的安排（附件3）  



特別考試安排 (續) 

• 考試時給予提醒 (prompters) 
 

• 監考員會每隔30分鐘輕敲考生桌面，提醒考生作答 

 

• 提醒餘下作答時間 (適用於所有考生，不用個別申請): 

 考試時間尚餘15分鐘 

 考試時間尚餘5分鐘 

 休息時間 

 完卷時間 



特別考試安排 (續) 

豁免應考某科分部／部分試題 
 

• 個別考生難以應付聆聽部分／口試                 
（須提供證明文件），可獲豁免有關分部 

• 豁免部分試題：如嚴重語障的考生可獲豁免應考語文
科口試 

• 考生如於同日應考9小時或以上的考試，可獲安排應
考節略版試卷，該試卷內容大約是普通版試卷的一半 

 根據考生於該科已應考的其他分部／部分的成績予以
評估獲豁免的分部／部分試題 

 考生的證書將附有適當註明，列出獲豁免的分部 
 考生獲豁免的原因及特別考試安排不會列於證書上 



申請程序 – 證明文件 (不申請延長作答時間) 

自閉症譜系障礙（如：自閉症、亞氏保加症、非典
型自閉症、廣泛性發展障礙等） 
• 由精神科醫生（或具備兒童體智及行為發展學科／兒

童神經學科訓練的兒科／神經科專科醫生）於考生任
何中學階段簽發的診斷報告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 於考試前3年內簽發的診斷報告 
 
 醫生診斷報告：只須列明診斷結果，詳細評估資料或

有關特別考試安排的建議並不需要 
 附件3：校內考試特別安排資料（證明考生申請的特

別考試安排已於校內考試實施） 
 附件6：考生及家長同意書 



附件3: 校內考試特別安排資料 



附件6：考生及家長同意書 
 



申請程序 – 證明文件 (申請延長作答時間) 

自閉症譜系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附件8 (包括甲部及乙部) 

 以試行方式於2019年及2020年文憑試推行（可選擇
填寫與否） 

 校方應盡量為相關考生（即於2019年及2020年文憑
試申請延長作答時間的自閉症譜系障礙及／或注意
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考生）遞交附件8 

 考評局將於2018／19學年檢討上述的文件要求，預
計於2021年文憑試推行 



申請程序 – 證明文件 (申請延長作答時間) 

自閉症譜系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附件8 (甲部) 應由學校填寫 

 學校提供證據顯示有關安排已於校內考試實施，並
切合考生的需要 

 以收集由學校及合資格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
家共同提供有關給予延長作答時間的理據及建議 

 
 



附件8 (甲部) 



附件8 (甲部) – 由學校填寫 

a.考生可於考試時間內完成考試。 
The candidate could complete the examination within 
the normal examination time.   

 是 
Yes 

 否 
No 

  

b.考生會因遷就作答時限而縮短作答篇幅或影
響其作答的質素。 
The candidate completed the examination within the 
normal examination time at the expense of shorter 
length or poorer quality of answers. 

 是 
Yes 

 否 
No 

  

作答表現 Performance in Test Taking 
  
1.請評估考生於一般考試時間下（即沒有延長作答時間）的作
答能力： 



附件8 (甲部) – 由學校填寫 

a. 做事欠缺彈性，過份執著小節或有固執的工作習慣，因而浪費考試時間 
Waste of examination time due to rigidity and obstinacy on workflows or obsession with details 

  

b. 容易受環境影響分心或過度沉浸於無關的思緒／事物／自我刺激的行為而浪
費考試時間 
Waste of examination time due to weaknesses in attention control or excessive obsession with 
thoughts, objects or self-stimulation  

    

c. 思考欠流暢或處理文字／語言訊息較慢 
Lack of fluency in thinking or slowness in processing of texts/languages 

  

2.請指出考生有沒有出現以下的狀況： 



附件8 (甲部) – 由學校填寫 

d. 在注意力的持久度及集中應試方面表現極大困難，並顯著及持續地影響其
工作速度 
Exceptional difficulties in sustaining attention which significantly and persistently hamper the speed 

of working  
  

  

e. 在安坐應試方面表現極大困難，並顯著及持續地影響其工作速度 
Exceptional difficulties in on-seat behaviour which significantly and persistently hamper the speed of 

working 
  

  

f. 在規劃及組織能力方面表現極大困難，並顯著及持續地影響其工作速度 
Exceptional difficulties in planning and organisation which significantly and persistently hamper the 
speed of working 

  

2.請指出考生有沒有出現以下的狀況： 



附件8 (甲部) – 由學校填寫 

g. 書寫速度較慢，例如：因執筆或運筆問題，經常需要更改已書寫文字
（註： 應遞交一份於考試前3年內由職業治療師撰寫的評估報告（即不
用遞交乙部）） 
Slowness in handwriting, e.g. frequent corrections of written words due to problems of pen 
grasp or pen control (Note: An assessment report issued by an OT within 3 years before the 
examination should be submitted (i.e. Part B is not required)) 

  

  

h. 其他觀察（如有） 
Other observations (if a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程序 – 證明文件(申請延長作答時間) 

自閉症譜系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附件8 (乙部) 應由合資格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

學家填寫 

 分為兩部分：(1)適用於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考生；
(2)適用於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考生 

 專家參考客觀評估的結果，提供考生因其功能限
制需要更多延長作答時間的理據及建議 

 給予考生的延長作答時間一般不多於25%，並會就
所有個案作獨立考慮 



附件8 (乙部) 



附件8 (乙部) 



考評局網頁內特別考試安排專頁(SEN Corner) 

• 申請指引 

• 特別考試安排資料單張 

• 範本 

• 使用輔助器材的指引 

• 校本評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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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特別考試安排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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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特別考試安排的資訊 
http://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實用連結 
• 申請指引 (2019年及2020年文憑試甲類科目考試)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Candidates/Special_Ne
eds_Candidates/HKDSE_Application_Guide_2019_2020_HKDS
E_Chi.pdf 

• 常見問題 (特別考試安排)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Candidates/Special_Ne
eds_Candidates/FAQ_SEAs.pdf 
 

• 資料單張–為學障考生提供服務 (2017年8月)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Candidates/Special_Ne
eds_Candidates/leaflet_SLD_chi_Aug2017.pdf 
 

• 資料單張–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2017年8月)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Candidates/Special_Ne
eds_Candidates/leaflet_SN_chi_Aug2017.pdf 

 
 



一般查詢 

電話︰3628 8917 

電郵︰dse@hkeaa.edu.hk 

 

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 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ttp://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

_candidates/hkd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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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keaa.edu.hk → 校本評核 



查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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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發展部校本評核小組 

電話︰ 3628 8064 / 3628 8070 

傳真︰ 3628 8091 

電郵︰ sba@hkeaa.edu.hk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1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