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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網上資訊講座 

2021.8.28 

問答精華 

 

擬卷與閱卷 

2022 及 2024 年文憑試安排 

校本評核 

考務安排 

 

 

擬卷與閱卷 

 

1. 文憑試有部份科目採用「雙評制」，地理科會否也採用「雙評制」？ 

 

考評局會於部分合適的題型採用「雙評制」，以確保評分的公平公正和減低評分時主觀因素帶來的

影響。文憑試現時有七科採用「雙評制」，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通識教育、中國文學、中國歷

史、視覺藝術及英語文學，惟地理科試題的開放性較前述七科為低，較少出現因主觀因素帶來的評

分差異，因此並沒有採用「雙評制」評閱答卷，現行透過核卷可監察閱卷員的評分是否恰當。 

 

2. 中國歷史科採用「雙評制」，然而為什麼歷史科卻沒有採用「雙評制」？ 

 

「雙評制」一般於較大機會因主觀因素而帶來評分差異的科目中採用。根據過往的經驗和數據，歷

史科並未有遇到以上所述情況，因此，暫時沒有需要採用「雙評制」，然而考評局會不時檢視閱卷情

況，必要時會作出更新。 

 

3. 如考生英國語文科卷一閱讀及卷三聆聽與綜合能力兩卷，一份卷選答 B1 (較易部分) 的題目，而另

一份卷選答 B2 部分(較難部分)的題目，會如何計算得出最後的科目等級？  

 

考生於英國語文科卷一閱讀及卷三聆聽與綜合能力兩卷，須作答 A 部分的必答題，和選答 B1 (較

易部分)或 B2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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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部分的試題

較淺易，未能涵蓋第 5 級的能力要求，故選答 B1 部分的考生於有關分部(即「閱讀」和「聆聽及

綜合能力」)最多可獲第 4 級成績；而 B2 部分則涵蓋各等級的能力要求，故考生最高可考獲 5**

級。 

 

考生的科目總分是其各分部分數總和，科目最終等級並沒有設上限。因此，無論考生選答哪一份卷

的 B1 (較易部分)或 B2 部分(較難部分)的題目，只要最後的科目得分達到某一個等級，便會獲得該

等級的成績。 

 

 

 



2 
 

4. 考生作答英國語文科卷一時，如一開始選答 B1 (較易部分)，但其後改變主意選答 B2 部分(較難部

分)，已張貼在 B1 部分答卷的電腦條碼該如何處理？ 

 

考評局會向考生提供足夠的電腦條碼，因此，即使考生改變主意選答另一部分，亦不會出現不夠電

腦條碼的情況。考生只需要在合適的答卷上貼上電腦條碼，並用由考評局提供的繩，將選定呈交的

B 部分答題簿，與 A 部分答題簿穿起，在考試後交給監考員便可。 

 

5. 考生可否使用鉛筆作答？若使用「塗改帶」更正錯處，會否被扣分？ 

 

答卷掃描影像質素不會因使用鉛筆或原子筆作答而受到影響，然而，使用擦膠更正錯處時，如不能

徹底擦去鉛筆的痕跡，掃描時更正過的位置有機會出現影像重疊的情況。因此，我們建議考生使用

鉛筆作答時，必須使用擦膠擦乾淨需要更正的位置，或可用鉛筆刪除錯處。同樣地，如考生使用原

子筆作答時，可用原子筆刪除錯處，以免用塗改帶或塗改液後忘記塡補答案，又或在未乾透的情況

下填寫答案，令答案不完整。 

 

6. 考生可以使用簡體字作答嗎？可否以「行草」書寫作答？ 

 

考生可用規範的簡體字，即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頒布的《通用規範漢字表》內所列的簡體

字。公開考試不會就字體評分，但考生的字體需清晰可讀及能被清楚掃描，閱卷員才能適當地給予

評分；若字體潦草令閱卷員未能理解其內容，則有機會影響評分。 

 

2022 及 2024 年文憑試安排 

 

7. 2022 年文憑試有不少科目的公開考試題目改為選答題，如考生回答超過指定要求數量的題目，閱卷

員會否評改所有題目？會如何計分？ 

 

考生即使回答超過指定要求數量的題目，其所有已作答的題目均會被評閱；處理分數時，會按考試

的要求，採納考生得分較高的答題計算其得分。然而考生需注意考試時間有限，如作答過多題目，

有機會影響每題作答的時間。 

 

8. 2022 年文憑試的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卷二乙部由必答題改為選答題，然而，過去兩年課時受到

很大程度影響，為什麼考評局不將部分課程及考評範圍刪減？ 

 

考評局作出精簡安排決定前考慮多項因素，當中包括每間學校教授課程的先後次序不同，如一刀切

刪減部分評核範圍，會帶來公平性問題。而目前的精簡方案，是經過與科目委員會及前線教師深入

討論後得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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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 年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將取消口試，而英國語文科則會舉行口試，為何兩個語文科目有不同安排？  

 

有關決定是經諮詢業界及科目委員會的意見而訂定，亦經公開考試委員會議決通過。 

 

英國語文科 

• 英國語文是大部分學生的第二語言，說話能力是學習第二語言的重要部分，有關評核的成績對

考生，以及大學或僱主等其他持分者，均甚具參考作用。 

• 2022 年英國語文科校本評核只作精簡，學校仍需透過面授或網上課堂為學生進行校本評核，而

該科校本評核與卷四均評估考生的口語表現，故相信師生能較易就口試考核作好準備。有關建

議亦獲英國語文科的科目委員會支持。 

 

中國語文科 

• 本學年的中五級學生、即明年將應考 2022 年文憑試的考生，因疫情而多次暫停面授課堂。取消

口試可釋出課時，讓教師與學生集中準備其他卷別的考試，尤其卷一的指定學習篇章需要較多

課時作教學。有關建議獲中國語文科的科目委員會支持。 

• 中國語文是大部分學生的母語，透過日常課堂活動，亦有機會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 

 

10. 2022 年文憑試生物、化學及物理等理科科目沒有精簡安排，會否對應考這些科目的考生不公平？ 

 

2022 年文憑試生物、化學及物理科已取消校本評核，由於一些人文學科並不設有校本評核，因此精

簡了筆試的評核要求。 

 

11. 2024 年文憑試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優化後，考試內容會否與之前完全不同，過去的試題是否失去

參考價值？ 

 

2024 年文憑試中國語文科於評核方面的改動，主要集中於卷二寫作能力及校本評核安排；而英國語

文科於評核方面的改動主要是卷二寫作 B 部分與選修單元脫鈎，題目數量由八題減至四題，以及校

本評核安排。 

 

為此，考評局已就 2024 年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卷二及英國語文科卷二出版樣本試卷，而相關校本評核

教師手冊亦已上載至考評局網站供公眾參考。至於其他保留的卷別，其評核形式並沒有改變，過去

的文憑試試題專輯仍具參考價值。 

 

12. 2024 年文憑試的英國語文科卷二寫作卷題目數量由 8 條減至 4 條，未來出題方向如何？考生選擇是

否變相減少？ 

 

現時英國語文科寫作卷的 B 部分設有八道題目，並與課程的八個選修單元掛鈎。然而，一直以來部

分題目只有極少數考生(少於 10%)選擇作答，如和 poems and songs, dramas, short stories 相關的

題型。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
https://www.hkeaa.edu.hk/tc/sba/sub_info_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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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4 年起，寫作卷 B 部分將與選修單元脫鈎，故考評局亦從評核角度檢視該部分的評核設計，

認為減少題目數量有助減輕考生閱讀所有題目的時間及負擔，亦有助增加評核的信度。惟題目數量

由八條下調至四條，不代表過往較少考生選擇的題型不會出現，因本卷主要考核考生英語寫作的能

力，而非考生對選修單元/寫作主題的認識，考生最重要是於答題時展現其英語寫作水平。而有關卷

別的審題委員會會確保修訂後的題目設計，能涵蓋課程中的不同文本類型。 

 

13. 2024 年中國語文科課程將增設「建議篇章」，會否在公開考試中考核這些篇章？ 

 

「建議篇章」由教育局提供，目的是要進一步提升學生文言閱讀能力和豐富語文積澱，教師可按學

校情況，靈活地把「建議篇章」融入教學課程。至於 2024 年文憑試，卷一甲部「指定篇章考核」的

數目及內容仍維持不變，即 12 篇。如往後指定篇章有任何更新，當局會盡早公布。 

 

 

14.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評級將改為「達標/未達標」，升讀大學的要求會如何調整？ 

 

大學校長會決定，自 2024/25 學年入學起，文憑試考生四個核心科目的基本入學要求，將由「3322」

改為「332A」，即「332」及「達標」。 

 

15.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評級將改為「達標/未達標」，而「達標」又是否參照現時通識教育科的第 2 級

的水平？何時會發放評卷參考？會否提供中國語文科卷二甲部的學生答卷樣本、具體的評分準則供

參考？ 

 

考評局剛出版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樣本試卷，並於過去數月邀請中五級學生參與保密的樣本試卷先

導測驗，以收集相關的評核及考生表現數據，輔助制訂該科的評級標準與等級描述等工作；過程中，

亦會參考現時通識教育科「第 2 級」的水平。至於中國語文科卷二甲部，我們同樣進行研究測試，

並需時整理研究結果及考生答卷。 

 

考評局稍後會適時公布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達標」的等級描述、考生表現示例等資料；以及中國語

文科的考生表現示例，以供學校、學生和其他持份者參考。 

 

 

校本評核 

 

16. 2022 年文憑試公開考試及校本評核精簡安排會否於 2023 年文憑試實施？ 

 

考評局會密切留意疫情對 2023 年文憑試考生學習進度的影響，並繼續與學界溝通，以盡早規劃 2023

年的文憑試。如有任何更新安排，會盡早公布。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1&1&119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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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4 年文憑試的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將保留「閱讀匯報」，考評局會在何時公布詳細安排？會否有

示例供教師參考？ 

 

2024 年的《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教師手冊》已於 2021 年 6 月底上載至考評局網站，讓教師了解校

本評核的安排。考評局稍後會製作參考樣本，並於為教師安排的簡布會中分享校本評核的要求。 

 

18. 在 2024 年修讀視覺藝術科的自修生是否需要進行校本評核？ 

 

視覺藝術科之校本評核部分佔總科目成績的百分之五十，自修生須呈交作品集，以代替校本評核。

[註﹕除視覺藝術科，設有校本評核的甲類學科，自修生無需參與其報考科目之校本評核部分，全科

只計算公開考試成績。另外，設計與應用科技科不接受自修生報名。] 

 

19. 校本評核的成績會否在成績單上獨立匯報？而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的校本評核成績會計算在

哪一份卷別？ 

 

校本評核是有關科目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校本評核的成績不會獨立匯報。經過調整的校本評核分

數，會因應其評核的能力，與公開考試相關卷別的成績合併，並在分部等級中一併匯報。 

 

就 2022 年文憑試而言，中國語文科的校本評核成績會與試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一併匯報。至於 2022

年文憑試英國語文科，校本評核成績則會與卷四說話能力一併匯報。 

 

至於 2024 年文憑試，英國語文科的校本評核成績跟以往做法一樣，會與卷四口試合併匯報。至於中

國語文科的校本評核成績，現時考評局仍在考慮不同的方案。由於優化後的校本評核只保留「閱讀

活動」，其中一個方案是把校本評核的成績與卷一閱讀能力合併匯報，但最終決定，仍有待進一步商

討。 

 

20. 校本評核有否設機制，保障考生能得到公平及公正的評分？ 

 

在施行校本評核時，考評局採取以下措施，令教師對評核準則的理解趨於一致：  

• 考評局編制的教師手冊編訂詳盡的指引和程序，並為教師提供足夠的專業發展培訓，協助他們

熟習校本評核的運作； 

• 每項評核活動均列明學習重點，並提供明確的評核準則，協助任課教師的評分標準趨向一致； 

• 委任校本評核分區統籌員，支援學校施行校本評核； 

• 為確保不同學校的評分具可比性，考評局會透過統計方法或專家判斷，把學校呈交的校本評核

分數作適當的調整。大多數科目會透過統計方法進行調分，並檢視學生的課業樣本作參考。有

關校本評核分數調整的詳情可參閱相關小冊子。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SBA/HKDSE/SBAhandbook-2024-CLANG_Jun21.pdf
https://www.hkeaa.edu.hk/tc/sba/sub_info_sba/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SBA_pamphlet_C_web_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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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務安排 

 

21. 2022 年文憑試會否維持原校試場的安排？如考生居住於沙田區，但在港島區上學，試場安排會怎麼

樣？ 

 

2021 年文憑試於核心科目考試期間試行「原校及地區試場」安排，普遍獲業界及學校議會支持。因

此，2022 年文憑試核心科目考試將繼續有關安排(只適用於學校考生)。另一方面，考評局了解到有

跨區上學的考生於原校試場應考會有困難，因此，2022 年文憑試開始，學校為其考生報考時，可為

考生選擇在原校試場應考或在居住的地區應考，考評局會再按情況作出適切安排。 

 

22. 今年考評局除發放成績通知書，亦試行以手機短訊(SMS)為考生發放 DSE 成績。考評局未來會否考

慮將短訊發放時間由上午 9 時延遲至上午 9 時 30 分或 10 時？ 

 

考評局於 2021 年試行透過 SMS 向考生發放文憑試成績與覆核成績的結果，持份者初步對此安排反

應正面。因此，考評局明年會繼續此安排，並陸續收集持份者的意見，再檢討安排細節。 

 

23. 如有考生的處所或居住的大廈被圍封作強制檢疫而遲到或缺席考試，可以怎麼辦？ 

 

考生應於盡快聯絡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備案(熱線：3628 8860；電郵：dse@hkeaa.edu.hk)。文憑試筆試

或實習考試不設補考，然而考評局設有機制處理考生因病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出席考試的情況。考生

須提供有效的醫生或相關證明文件，向考評局就有關科目/卷別申請成績評估。如考生只缺席部分科

目卷別，考評局可依據其已應考卷別的成績作成績評估。學校考生如缺席整科考試，則可經由其校

長申請科目評審成績。自修生若未能出席整個考試，可申請退出考試，本局會按個別情況酌情考慮

向考生退還部分考試費。 

 

若考生獲准離開「受限區域」，應盡快前往試場，並向試場的考務人員出示陰性檢測結果之手機短

訊，方會獲准進入試場。如考生所處的「受限區域」與試場相距較遠，可聯絡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尋

求協助，我們會盡量為考生安排調往鄰近試場應考。考生如未能在開考前到達試場，應在到場後尋

求試場主任協助，記錄到達試場時間，並於考試後填寫考試異常事件報告，交予考評局作適當跟進。 

 

24. 如考生在文憑試期間遇上突發事情而未能趕及到原定試場應考，亦趕不及通知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備

案，考生可否前往最就近的試場應考？ 

 

考生若遇上突發情況，可前往就近的試場應考，試場主任會按其情況酌情處理，考生並須於離開試

場前聯絡試場主任填寫報告。然而，考生必須清楚知道，其前往的試場是舉行相同科目及單元的考

試，而該考試亦是採用考生揀選的作答語言。 

 

考生第一次去錯試場應考不會受到處分，然而第二次去錯試場而未能提供足夠理據，則會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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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為什麼考生需要連續應考核心科目？ 

 

核心科目的考生人數眾多，所需的閱卷時間亦較長，因此，為配合閱卷進度及發放成績的時間，我

們需要安排考生連續應考核心科目。由於過去兩年文憑試受疫情影響而延遲開考，而為趕及發放成

績，考試時間表安排得較為緊密。然而，考評局亦考慮到考生的需要，已調整 2022 年文憑試核心科

目考試時間，並於期間安排一天的休息時間，詳情可參考 2022 年文憑試考試時間表。 

 

26. 特殊需要考生若想申請延長作答時間，申請手續如何？是否最多只可申請增加 25%作答時間？ 

 

就不同特殊需要的考生，我們會根據專家的意見，安排合適的加時幅度。如有考生需要較長的加時

幅度，必須提供詳盡的佐證。 

考評局每年會向學校發通告，以便學校為有特殊需要的考生申請特別考試安排，又會於新學年安排

家長講座，讓家長了解詳情。有關特別考試安排詳情，請瀏覽考評局網站。 

 

27. 如有特殊需要考生已獲批到特別試場應考聆聽考試，是否需要攜帶收音機？ 

 

在特別試場舉行的聆聽考試主要以 USB 播放考試錄音，並經由紅外線接收系統、光碟／USB 播放

機、或被稱為 Dan Sound 的器材播放考試內容，考生毋須自備耳筒式收音機應試；然而考生需自備

耳筒，以接駁考評局提供的接收器應試。 

 

28. 如有學生在內地就讀高中，可否報考文憑試？ 

 

如學生現正在內地就讀或已完成高中三年級課程，可以自修生名義報考文憑試。2022 年文憑試報考

日期為 9 月 13 日至 10 月 7 日，自修生須於期間透過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網上服務報名。 

 

29. 如疫情過去，文憑試可否提早放榜？ 

 

2022 年文憑試放榜日暫定為 2022 年 7 月 20 日。至於往後的文憑試放榜日期，則要視乎考試時間、

評卷進度及其他程序的配合，我們亦希望能及早發放成績，方便考生規劃前路。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Exam_Timetable/2022_DSE_Timetable.pdf
https://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https://www.hkdse.hkeaa.edu.hk/webcenter/portal/HKE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