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編號：DSE/CR 3/2016 
 

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2015／ 2016 年度考試通告第一號  
特殊需要考生的特別考試安排申請  

 
一 .  有特殊需要的考生（例如殘障或長期病患考生）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

憑試），可申請特別考試安排（例如：安排在特別試場應考、延長作答時間、
休息時間、獲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或豁免應考某科分部／部分試題。學校
考生的申請須經由學校遞交予考評局。  

 
二 .  為使學校有足夠時間讓考生在校內試行獲批准的特別考試安排，學校考生應

在參加公開考試前兩年（即中五學年）遞交申請，以便在該學年內獲知申請
結果。校方於接獲申請結果後，應盡快於校內的測驗／考試試行獲批准的特
別考試安排，讓考生熟習有關安排。倘若考生的殘障情況並不穩定，則可在
參加考試的學年遞交申請。  

 
三. 學校必須於 2015年 9月 4日﹝星期五﹞至 2015年 9月 25日﹝星期五﹞為以下學

生遞交特別考試安排申請及證明文件：   
  於 2015／ 16 學年就讀中六，有特殊需要而未曾遞交申請的考生（即應考

2016 年文憑試）；及  
  於 2015／ 16 學年就讀中五（即應考 2017 年文憑試）的特殊需要考生。  

 
四 .  2015／ 16年度申請特別考試安排時間表如下：  
 

時間  申請程序  

2015 年 9 月 4 日﹝星期五﹞至  
2015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一般情況下，考評局不接納

在截止日期後始遞交的申請。）  

學校考生及自修生透過「特別考試安排網

上服務」遞交特別考試安排申請。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中  

所有申請經由「特殊需要考生事務委員會」

或「學障考生事務專責小組」審議。考評

局將透過「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及以

書面通知有關申請結果。   
申請結果發出後 4 星期內  倘若考生不滿意申請結果，可於通知書發

出日期起計 4 星期內提出覆核申請。覆核

申請必須以書面提出，並附有新的理據及

／或證明文件。   
2016 年 3 月上旬  覆核申請由獨立的「特殊需要考生事務上

訴委員會」處理。考生將於 2016 年 3 月上

旬接獲書面通知覆核結果。    
詳情請參閱「申請指引」。有關指引將於 2015年 8月 31日﹝星期一﹞上載至
考評局網頁。  

 



 

申請辦法  
 
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  
 
五 .  學校應透過「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 (www.hkdse.hkeaa.edu.hk)為學生遞

交申請。校長可使用與報名系統相同的使用者編號及登入密碼，登入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網上服務「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除校長以外，每所學校需
委任最多三位特別考試安排申請主任在網上為其學生申請特別考試安排 (如
適用 )。特別考試安排申請主任如首次登入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必須使
用校長 /學校系統管理員提供的使用者編號及預設登入密碼。如有疑問，請
致電特別考試安排熱線 3628 8917或電郵至 dse@hkeaa.edu.hk與本局聯絡。  
 

六 .  為方便學校透過「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輸入特殊需要考生的申請資料
前，向有關考生收集資料，本局將於 2015年 8月 31日﹝星期一﹞上載一份網
上表格的 PDF版本至「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供學校參考之用。學校仍
須透過「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為考生遞交特別考試安排申請。  
 

提供新增的特別考試安排  
 

七 .  本局 2015年 6月 24日的函件提及，考評局的公開考試委員會已通過以下新增
的特別考試安排：  
 
由 2016年文憑試起  
 
( i)  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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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適用於通識教育科、中國歷
史科及歷史科）。學校須曾為考生於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相同的
安排。  
 

( i i) 聽障考生可申請於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的聆聽考試，獲較長及／
或較多的停頓時段。  

 
由 2017年文憑試起  

 
( i i i) 合資格的特殊學習障礙（學障）考生可申請於通識教育科考試以語音

轉換文字軟件（MacBook Air的內置功能）作答。  
 
學校可透過「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為有需要的考生申請新增的特別考試
安排。若考生已於 2014/15年度獲考評局接納其 2016年文憑試特別考試安排
的申請，並有意申請新增的特別考試安排 [即上述 (i)及／或 (i i)項 ]，學校須替
有關考生填寫表格「 SEN16：申請新增的特別考試安排」（請參閱附件一），
並於 2015年 9月 25日或之前交回考評局灣仔修頓中心辦事處。學校無需透過
「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再次為有關考生遞交申請。  

 
「申請指引」及資料單張  
 
八 .  學校可在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   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下載有關「申請指引」。此外，下述資料單張將於 2015
年 8月 31日﹝星期一﹞上載本局網頁，以供參閱：  
 
  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 2015 年 8 月修訂）  
  為學障考生提供服務（ 2015 年 8 月修訂）  

 
煩請學校通知有關學生及其家長於本局網頁下載有關的「申請指引」及資料
單張，並於申請前細閱其內容。  

 
 

mailto:8917%E6%88%96%E9%9B%BB%E9%83%B5%E8%87%B3dse@hkeaa.edu.hk
mailto:8917%E6%88%96%E9%9B%BB%E9%83%B5%E8%87%B3dse@hkeaa.edu.hk


 

為學校、考生及家長舉行講座  
 
九 .  本局將於下列日期舉行兩場內容相同的講座，向學校介紹文憑試特殊需要

考生的特別考試安排、申請程序及「特別考試安排網上服務」，講座的詳
情如下：  

 
學校講座  
 

 第一場  第二場  
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 2015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4 時 15 分至 5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四樓演講廳  
 

有關學校講座的報名安排，請參閱本局於 2015年 9月 4日發出予各學校有關
2016年文憑試－試前重要事項的信件。  

 
十. 本局亦已安排下述時間及地點為文憑試考生及家長舉行講座，向他們介紹

為特殊需要考生而設的特別考試安排及申請程序：  
 

考生及家長講座  
 
日期：  2015年 9月 12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時至 4時正  
地點：  九龍石硤尾大坑東道 12號  

路德會協同中學禮堂  
 
有關考生及家長講座的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二。  

 
跟進事項  
 
十一 .  請校長將上述資料知會  貴校教師，及所有於 2015／ 16年度就讀中四、中五

及中六的學生及其家長。  
 

十二 .  為增進學校、家長及學生對本局提供服務予特殊需要考生的了解，本局印
製了一份海報分發予學校的家長教師會。海報與上文第八段提及的資料單
張（各兩份）將於 2015年 9月上旬郵寄予學校。煩請校長將有關宣傳物品轉
交  貴校的學生支援小組及家長教師會，以供張貼／參考之用。  

 
查詢  
 
十三 .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局特別考試安排熱線（電話： 3628 8917）。  
 

 
 

學校考試及評核部總經理   許婉清  
 

 
2015 年 8 月 28 日  
 
致：各與考學校校長  

 



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2016 

申請新增的特別考試安排（學校考生適用）  
Application for New Special Examination Arrangements (School Candidates)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   學校編號  

School Code: 
     

 
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總經理 -學校考試及評核  
To: General Manager-School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茲證明下列本校學生已於 2014／ 2015年度獲考評局接納其於 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特別考試安排申請，並根據 2015／ 2016年度考試通告第一號申

請於指定科目／卷別增加新增的特別考試安排。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pplication(s) for special examination arrangements (SEAs) of the following student(s) of my school has/have been accepted by the HKEAA in 2014/2015.  According 
to the Examination Circular No. (1) 2015/2016, the candidate(s) concerned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new SEA(s) in the designated subject(s)/paper(s). 
 

個案編號  
Case Number 

考生姓名  
（先填寫姓氏）  
Name of Candidate 

(surname first) 

考生  
身分證號碼  

Candidate’s  
ID Number 

申請於以下科目／卷別增加新增的特別考試安排  
Application for new SEA(s) in the following subject(s)/paper(s) 

聆聽考試中有較長及／

或較多的停頓時段  
Prolonged and/or more frequent 

pauses in the listening tests 
（適用於聽障考生）  

(Applicable to candidates with  
aur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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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sion of plain text labels / descriptions for questions that involve  

high level comprehension / interpretation of cartoons or complicated pictures 
（適用於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考生）  

(Applicable to candidates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D)) 

例子 
Example 

DSE2016 
X 1 2 3 

 

陳大文  
Chan Tai Man Z123456(A) 

□ 中國語文科卷三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 中國歷史科 Chinese History 
□ 歷史科 History 
□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曾在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此項新

增的特別考試安排予考生  This new SEA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candidate for 
the subject(s) concerned in internal exams  
 是 Yes   □ 否 No 

DSE2016 
    

 

  
□ 中國語文科卷三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 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 中國歷史科 Chinese History 
□ 歷史科 History 
□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曾在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此項新

增的特別考試安排予考生  This new SEA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candidate for 
the subject(s) concerned in internal exams  
□ 是 Yes   □ 否 No 

 
 
 
 
 

 SEN16 
附件一 

Annex 1 

1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  

 學校編號  
School Code: 

     

 
 

個案編號  
Case Number 

考生姓名  
（先填寫姓氏）  
Name of Candidate 

(surname first) 

考生  
身分證號碼  

Candidate’s  
ID Number 

申請於以下科目／卷別增加新增的特別考試安排  
Application for new SEA(s) in the following subject(s)/paper(s) 

聆聽考試中有較長及／

或較多的停頓時段  
Prolonged and/or more frequent 

pauses in the listening tests 
（適用於聽障考生）  

(Applicable to candidates with  
aur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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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sion of plain text labels / descriptions for questions that involve  

high level comprehension / interpretation of cartoons or complicated pictures 
（適用於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考生）  

(Applicable to candidates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D)) 

DSE2016 
    

 

  
□ 中國語文科卷三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 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 中國歷史科 Chinese History 
□ 歷史科 History 
□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曾在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此項新

增的特別考試安排予考生  This new SEA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candidate for 
the subject(s) concerned in internal exams  
□ 是 Yes   □ 否 No 

DSE2016 
    

 

  
□ 中國語文科卷三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 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 中國歷史科 Chinese History 
□ 歷史科 History 
□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曾在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此項新

增的特別考試安排予考生  This new SEA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candidate for 
the subject(s) concerned in internal exams  
□ 是 Yes   □ 否 No 

DSE2016 
    

 

  
□ 中國語文科卷三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 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 中國歷史科 Chinese History 
□ 歷史科 History 
□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曾在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此項新

增的特別考試安排予考生  This new SEA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candidate for 
the subject(s) concerned in internal exams  
□ 是 Yes   □ 否 No 

DSE2016 
    

 

  
□ 中國語文科卷三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 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 中國歷史科 Chinese History 
□ 歷史科 History 
□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曾在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此項新

增的特別考試安排予考生  This new SEA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candidate for 
the subject(s) concerned in internal exams  
□ 是 Yes   □ 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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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  

 學校編號  
School Code: 

     

 
 

個案編號  
Case Number 

考生姓名  
（先填寫姓氏）  
Name of Candidate 

(surname first) 

考生  
身分證號碼  

Candidate’s  
ID Number 

申請於以下科目／卷別增加新增的特別考試安排  
Application for new SEA(s) in the following subject(s)/paper(s) 

聆聽考試中有較長及／

或較多的停頓時段  
Prolonged and/or more frequent 

pauses in the listening tests 
（適用於聽障考生）  

(Applicable to candidates with  
aur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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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sion of plain text labels / descriptions for questions that involve  

high level comprehension / interpretation of cartoons or complicated pictures 
（適用於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考生）  

(Applicable to candidates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D)) 

DSE2016 
    

 

  
□ 中國語文科卷三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 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 中國歷史科 Chinese History 
□ 歷史科 History 
□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曾在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此項新

增的特別考試安排予考生  This new SEA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candidate for 
the subject(s) concerned in internal exams  
□ 是 Yes   □ 否 No 

DSE2016 
    

 

  
□ 中國語文科卷三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 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 中國歷史科 Chinese History 
□ 歷史科 History 
□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曾在校內考試的相關科目提供此項新

增的特別考試安排予考生  This new SEA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candidate for 
the subject(s) concerned in internal exams  
□ 是 Yes   □ 否 No 

 
 
注意事項： 1. 請於有關科目／卷別旁的方格內加上“”號。  

2. 此表格須由校長簽署及蓋上校印，並於2015年9月25日或以前交回考評局灣仔辦事處（地址：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12樓 / 傳真號碼：3628 8990）。 
3. 此表格只適用於2014/15學年已遞交特別考試安排申請，並將參加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 
4. 考評局將於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期間通知學校及考生有關的申請結果。  

 
負責老師： 
Name of Teac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ephone No:      

 
 
___________________ 

Notes : 1. Please put a “” in the boxes against the subjects/papers concerned. 
2. This form must be signed by the Principal and sealed with a school chop and returned to the HKEAA 

Wan Chai office (Address:12/F, Southorn Centre, 130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 Fax: 3628 
8990) on or before 25 September 2015. 

3. This form is applicable only to those SEN candidates who already submitted SEA application in 2014/15 
school year and will sit the 2016 HKDSE. 

4. The HKEAA will notify the school and the candidate(s) of the results between Dec 2015 and Jan 2016. 

校長簽署： 
Signature of Principal:  

 

日期： 
Date:   

 

 
校印 

School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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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Annex 2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特別考試安排  
考生及家長講座  

 
有特殊需要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考生，考評局可為他們作特別考試安排，

讓他們在適當的環境下應考，得到公平的評核。下述講座的目的是向考生及家長講解特
殊需要考生的特別考試安排及申請程序。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5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至 4 時正  
九龍石硤尾大坑東道 12 號  
路德會協同中學禮堂  

講者  
語言  

考評局及教育局講者  
粵語  

內容  1.  特別考試安排及申請程序  
2.  答問時間  

報名  由 2015 年 8 月 28 日至 2015 年 9 月 11 日到以下網址：
（ http://esurvey.hkeaa.edu.hk/2016senseminar）報名。  
報名採用先到先得的方法。  

查詢  3628 8917 
 

家長亦可從考評局網頁（www.hkeaa.edu.hk    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    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下載有關申請特別考試安排的詳細資料。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學校考試及評核部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Special Examination Arrangements for Special Needs Candidates 
Seminar for Candidates and Parents 

 
Special examination arrangements can be made for special needs candidates in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 to enable them to be equitably assessed under suitable conditions.  
A seminar for candidates and parents will be conducted by the HKEAA to familiarise them with the special 
examination arrangements and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Details are as follows: 

 
Date 
Time 
Venue 

12 September 2015 (Saturday) 
2:00 pm to 4:00 pm 
Hall, Concordia Lutheran School 
12 Tai Hang Tung Road, Shek Kip Mei, Kowloon 

Speaker 
Language 

Speakers from the HKEAA and EDB 
Cantonese 

Content 1. Special examination arrangements and application procedures 
2. Q & A Session 

Registration Register a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esurvey.hkeaa.edu.hk/2016senseminar) from 28 August 2015 to 11 September 
2015.  Seats will be reserved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Enquiries 3628 8917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HKEAA website (www.hkeaa.edu.hk  Services to Special Needs 
Candidates  HKDSE). 
   

School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Division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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