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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

質素保證框架



質素保證框架的目標

保障水平

合規及質素保證

確保試卷的水準穩定地維持在應有及需要的
水平上

確保考試符合既定的規則和指引進行，公平
可靠

香港中學文憑
資歷認可

持續改進

確保適當地處理及匯報考試數據和成績，
可靠並值得信賴，以取得本地和國際認可

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及作出回應，定期作
檢視和質素審計，不斷改善服務



質素保證框架
試後檢討

海外審查試卷

試後檢討

內部審查及風險監察

試卷質素審核

內部試後檢討會議

製作試卷

製作擬卷機制

機密及保安措施

 校本評核
 閱卷程序
 訂定水平及評級機制
 考試數據質量檢查
 考試成績及處理成績

相關的查詢
 回饋服務

處理及公布成績 舉辦考試

考試規則
公開考試資訊中心
試場通訊及支援系統
出席紀錄及答卷收集系統
口試錄影系統
實地檢查及審核
考試流程及保安措施
為特殊需要考生提
供的特別考試安排
處理考試異常
情況及投訴

持續改進

保障水平

合規及
質素保證

資歷認可



香港中學文憑 — 國際認可

逾300
海外院校認可文憑試

129
內地高等院校直接以
文憑試成績取錄學生

約140
台灣院校接受考獲
文憑試資歷的學生

申請報讀

https://www.hkeaa.edu.hk/tc/recognition/

逾300
德國公立大學
以文憑試成績

(核心科目+兩個選修科目
達到第3級或以上)

取錄學生

https://www.hkeaa.edu.hk/tc/recognition/


資歷認可搜尋 ─ 文憑試

https://www.hkeaa.edu.hk/tc/recognition/hkdse_recognition/ircountry_hkdse.html

https://www.hkeaa.edu.hk/tc/recognition/hkdse_recognition/ircountry_hkdse.html


文憑試

閱卷與評級



甲類：高中科目

每級設「等級描述」

說明該等級考生的

典型表現與能力

讓持份者清晰了解

某等級的考生所能

達到的知識和能力

水平，訂定入學或

入職要求

教師和學生能為教

學及學習訂下更清

晰目標

水平參照成績匯報



達標並表現優異 (II)

達標並表現優異 (I)

達標

乙類：應用學習科目

*「達標並表現優異(I)」等同香
港中學文憑試甲類科目第三級，
「達標並表現優異(II)」等同第
四級或以上。「達標」被視爲第
二級成績，以符合副學士學位及
有關公務員職位入職的成績要求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

a

b

c

d

e

*2024年及以前之文憑試提供的丙類科目
閱卷及評核工作由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負責

由2025年文憑試起，其他語言科目將不再
採用劍橋國際的高級補充程度試卷，考生
改為應考有關語言的官方語言考試。

各個考試設有不同的成績匯報制度，考生
成績若達到指定或更高的語言能力水平，
便會獲列入文憑試丙類科目成績



文憑試的擬卷機制

按各科的課程及評估指引和評核大綱擬定

成立審題委員會擬定試卷及評卷參考

若一個科目多於一份試卷，會委任不同的審題委員會負責

擬題工作

嚴謹的機制檢查和校對試卷內容



評閱答卷的程序

招聘閱卷員 評卷參考 樣本答卷

統一評卷

標準會議
閱卷員會議分配答卷

評閱答卷 覆核答卷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通識教育

採用雙評制度的
文憑試科目

中國文學 英語文學 中國歷史

視覺藝術



文憑試

2023-2025評核簡介



2023年文憑試

公開考試及校本評核

精簡安排



面授課堂安排受疫情影響，令2023年文憑試考生的學習進度大為延誤

釋放教學空間，讓教師與學生有更多彈性與選擇

2023年文憑試及校本評核精簡安排



2023年文憑試 - 公開考試修訂

中國語文 • 取消說話能力考試[卷四] 

核心科目



2023年文憑試 - 公開考試修訂

• 二甲 會計單元：乙部由必答題，改為三選二

• 二乙 商業管理單元：乙部由必答題，改為二選一

中國歷史

[卷一]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卷二]

• 第一部分：必答題分拆為兩題，考生需選答一題

• 第二部分：從甲、乙兩部分共六題中選答兩題，

不受從甲部及乙部各選答一題的限制

選修科目



2023年文憑試 - 公開考試修訂

• 考核的選修單元由五選二，改為五選一；

• 考生在所選擇之單元的三條題目中選答兩題

(須作答的題目總數由四條減至兩條)

• 考試時間減少 45 分鐘，現為 1 小時 15 分鐘

經濟

[卷二]

設計與應用科技

[卷二]

• 取消丙部結構/文章式試題

選修科目



2023年文憑試 - 公開考試修訂

• 甲部短題目由必答，改為四選三

地理

[卷一]

倫理與宗教

[卷一]

• 合併乙部「實地考察為本問題」及丙部「數據/技能為

本/結構式問題」。考生從兩部分的五題中，選答兩題

• 實地考察單元由三個減至一個(「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 考試時間減少 15 分鐘，現為 2 小時 30 分鐘

選修科目



2023年文憑試 - 公開考試修訂

• 由必答題，改為四選三

• 考試時間減少 15 分鐘，現為 1 小時 45 分鐘

資訊及通訊科技

[卷二]

歷史

[卷一]

• 由必答題，改為四選三作答

旅遊與款待

[卷二]

• 考生從五題中，選答兩題 (原為五選三)

• 考試時間減少 30 分鐘，現為 1 小時 15 分鐘

選修科目



2023年文憑試 - 公開考試修訂

• [卷二：演奏 I] 取消

• [卷三：創作 I] 作品總時間由 6-15 分鐘，減至 4-12 分鐘

體育

[卷三：實習考試]

音樂

• 合併「體育活動 1」及「體育活動 2」的選項，

考生只須從兩部分中應考一個項目

• 「體育活動 1」：各項目取消比賽考核；

「體育活動 2」：考核項目由兩個減至一個

• 體適能考核取消 1609 米跑

實習考試



2023年文憑試 - 校本評核修訂
10 科取消校本評核的科目

生物 化學

中國文學

健康管理
與社會關懷

資訊及通訊科技

英語文學

物理

綜合科學
/ 組合科學

科技與生活

通識教育



2023年文憑試 -精簡校本評核要求

• 保留必修部分閱讀活動，比重由6%增至10%

• 取消選修部分

中國語文

[20%減至10%]

• 說話能力考核由2個減至1個
英國語文

[維持15%]

核心科目



2023年文憑試 - 精簡校本評核要求

• 只需提交設計作業第一部分

• 取消第二部分

設計與應用科技

[40%減至20%]

• 保留研究工作簿

• 需提交的藝術作品/評賞研究由4件減至2件
視覺藝術

[維持50%]

選修科目



2024年文憑試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評核安排



騰出課時和增加課程彈性，為學生創造空間

釋出不同程度的空間，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和發展需要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 中國語文科

卷一(閱讀能力)（40%）

1小時30分鐘

甲部﹕考核指定的文言經典學習材

料，佔全卷30%

乙部﹕擷取若干課外篇章設問，文

白兼備，佔全卷70%

形式﹕問答、選擇、填表、填充等

卷二(寫作能力)（45%）

2小時15分鐘

原有的命題寫作外，增設實用寫作

甲部(實用寫作)﹕佔全卷30%

乙部(命題寫作)﹕佔全卷70%

筆試(85%)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 中國語文科

校本評核(15%)

• 精簡校本評核，無須呈交「選修單元」及「閱讀紀錄」
的分數

• 校本評核保留「閱讀匯報」，包括文字報告和口頭匯報，
各呈交一個分數

• 說話能力的評估融入「閱讀匯報」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 英國語文科

卷一(閱讀)（20%）

卷二(寫作)（25%）

B部分與選修單元脫鈎，題目數量由

8條減至4條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30%）

卷四(說話)（10%）

無須呈交「選修單元」的分數，兩

個 分 數 均 以 「 reading/ viewing

programme」評核

閱讀的文本(text)由4個，下調至

2-4個

筆試(85%) 校本評核(15%)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 數學科必修部分

現行的評核設計下，若考生能充分掌握必修部分「基礎
課題」且在文憑試中表現良好，便足以在考試中獲最高
第4級的成績

學校可進一步運用現行必修部分中「基礎課題」和「非
基礎課題」的劃分進行課程調適，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 數學科必修部分

卷一(傳統題)（65%）

2小時15分鐘

卷二(多項選擇題)（35%）

1小時15分鐘

公開考試(100%)

必修部分評核設計保持不變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保持科目為必修必考

公開考試只設「達標」與「未達標」

不設「獨立專題探究」

只設一卷(資料回應題)，佔全科100%；考試時間﹕2小時



課程及評估指引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1&1&119_2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1&1&119_2


評核大綱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assessment_framework/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assessment_framework/


樣本試卷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ample_practice_paper/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ample_practice_paper/


2025年文憑試起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

新考試安排



背景

• 採用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
(劍橋國際)高級補充程度(ASL)
試卷

• 閱卷及成績評級亦交由劍橋國
際處理

• 為考生舉辦六個其他語言
科目考試科目

• 匯報成績在文憑試證書上



背景

• 由2024年起，劍橋國際將不再開設
ASL日語和印地語考試

• 未能繼續為其他語言科目考試，向
考評局提供考生的成績數據

2025 HKDSE

目前的考試安排將
無法繼續Consultancy 

Agreement



新考試安排

• 由2025年文憑試起，與法國、德國、日本、韓國及西班
牙的官方文化機構合作，採用其官方語言考試作為文憑
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的考試。

• 考生須自行報考有關的官方語言考試，並於報考文憑試
時選取相關的丙類科目，以便有關機構向考評局提供考
生的成績。

• 考生的成績達到指定或更高的語言能力水平，便可獲列
入文憑試的成績內。

• 考生可在文憑試考試年份前的兩年內，應考一次或以上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的考試（以 2025 年 文憑試為例，考
生可於 2023 至 2024 年應考其他語言科目的考試，並最
遲於 2024 年底完成）。

• 考評局會把其獲得的最高語言能力水平及成績，列入文
憑試的成績內。



詳情
相關資料 日語 法語 西班牙語 德語 韓語

指定語言考試 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法語鑑定文憑：
(i) Diplôme d’Études de 

Langue Française 
(DELF)

(ii) Diplôme Approfondi de 
Langue Française 

(DALF)

對外西班牙語水平證書
Diplomas de Español como 

Lengua Extranjera
(DELE)

歌德證書
Goethe-Zertifikat

韓國語能力考試
(TOPIK)

考試提供機構
(官方文化機構)/
考試執行機構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

(考試執行機構：
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AFHK) 上海塞萬提斯學院

(考試執行機構：
香港伍倫貢學院)

香港歌德學院 韓國國立國際教育院

(考試執行機構：
韓國國際學校，香港)

頒發證書的機構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 法國教育部 塞萬提斯學院 歌德學院 韓國國立國際教育院

考試程度與
成績匯報方法

• 設不同能力水平的考試，
分為：
N1、N2、N3、N4、N5

(N1為最高；N5為最低)

• 參考「歐洲語言共同參考
框架」

• 設不同能力水平的考試，
分為：
DELF - A1、A2、B1、B2
DALF - C1、C2
(C2為最高；A1為最低)

• 參考「歐洲語言共同參考
框架」

• 設不同能力水平的考試，
分為：
A1、A2、B1、B2、C1、
C2
(C2為最高；A1為最低)

• 參考「歐洲語言共同參考
框架」

• 設不同能力水平的考試，
分為：
A1、A2、B1、B2、C1、
C2

(C2為最高；A1為最低)

• TOPIK I - 1至2級
TOPIK II - 3至6級
(第6級為最高；
第1級為最低)

• 按分數訂定考生取得的等
級 ， 分 數 低 於 第 1 級
(TOPIK I)/ 第 3 級 (TOPIK
II)的要求則被評為不合格

• 各能力水平考試設合格的分數要求，達標者將取得相應語言能力水平的認證

當地大學收生之
語言能力水平
要求

N2或以上 B2或以上 B2或以上 B2或以上
(德語授課課程)

A1-A2或以上
(英語授課課程)

第3級或以上
(非本地學生的入學要求)

第2級或以上
(非本地學生入讀部分職業訓練

學院的入學要求)



詳情

相關資料 日語 法語 西班牙語 德語 韓語

納入文憑試成績
匯報的語言能力
水平(學習時數)

N3或以上
(學習時數：180-200小時)

A2或以上
(學習時數：120-270小時)

A2或以上
(學習時數：180-200小時)

A2或以上
(學習時數：180-220小時)

TOPIK II：3級或以上
(學習時數：180-320小時)

考試卷別/分部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
法）、讀解、聽解

閱讀、寫作、聆聽、口試 閱讀、寫作、聆聽、口試 閱讀、寫作、聆聽、口試 閱讀、寫作、聆聽

考試日期 7月、12月 3/4月、11月 5月、11月 4至6月
(彈性安排，A2至B2考試於

其他月份亦可安排)

4月、7月、10月

成績發放日期 7月份考試：8/9月

12月份考試：1/3月

3/4月份考試：4/5月

11月份考試：11/12月

(一般考試後三星期)

5月份考試：8月

11月份考試：2月

(考試後約三個月)

4至7月

(考試後14日，
但需視乎考生人數)

4月份考試：5月

7月份考試：8月

10月份考試：11月

(考試後約一個月)

相關網址 www.japanese-
edu.org.hk/zh/jlpt/jlpta.ht
ml

www.afhongkong.org/cn/
exams/

www.uowchk.edu.hk/stud
y-at-uowchk/find-
programmes/internationa
l-language-proficiency-
tests/diplomas-de-
espaol-como-lengua-
extranjera-dele/

www.goethe.de/ins/cn/cn
/sta/hon/prf.html

www.topik-hk.org/chi/
index.asp

https://www.japanese-edu.org.hk/zh/jlpt/jlpta.html
https://www.afhongkong.org/cn/exams/
https://www.uowchk.edu.hk/study-at-uowchk/find-programmes/international-language-proficiency-tests/diplomas-de-espaol-como-lengua-extranjera-dele/
https://www.goethe.de/ins/cn/cn/sta/hon/prf.html
http://www.topik-hk.org/chi/%20index.asp


2025年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之
考試及報名安排 (參考資料)

2025年文憑試

自行報考有關的官方語言考試
(請與相關官方文化機構查詢報考詳情)

向考評局報考2025年文憑試
(包括所有甲類高中科目、乙

類應用學習科目或丙類其他語
言科目選取選修科目)

2023年考期 2024年考期 2024年報考

日語 7月, 12月

9月

法語 3/4月, 11月

西班牙語 5月, 11月

德語 4月- 6月 (彈性安排)

韓語 4月, 7月, 10月



文憑試考務安排



2023年考試時間表

丙類科目考試 2022年10月

甲類科目筆試 2023年4月21日至5月16日 (時間表)

英國語文口試 (暫定) 2023年3月21日至30日
(*4 月 3 及 4 日為特殊需要考生口試日期)

體育及音樂實習考試 2023年2月中旬至4月中旬

放榜日期 (暫定) 2023年7月19日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Exam_Timetable/2023_DSE_Timetable.pdf


考試時間表的編排
時段 科目 原因

筆試前期 核心科目
如：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分)和
通識教育科

閱卷時間較長

設有校本評核的選修科目
如：視覺藝術科

須進行校本評核的調分
程序

餘下時段 其他科目
如：歷史、地理等

不需進行校本評核的
調分程序

▪ 按照政府於每年5月公布下一年的公眾假期編排

▪ 倘沒有重覆的考生報考，兩科或以上科目會安排在同日進行考試

▪ 模擬不同科目組合進行數據分析，讓連續兩至三日／於同日上下午應考的考生

人數減至最少



試場安排

▪ 與學校作出商討及協調

▪ 筆試試場會按考生所選擇的地區進行電腦隨機編配

▪ 四個核心科目設原校試場，讓考生在

熟悉的環境應考，部分沒有原校試場

的學校考生和自修生會安排於地區試

場應考，須視乎試場的供應情況



試場安排 - 筆試

視乎試場的供應，會盡量按考生選擇的地區分配試場

聆聽考試試場必須有良好的廣播接收質素

電台廣播 紅外線接收系統 學校播音系統



特殊事故的處理方法
特殊事故/ 情況 處理方法

生病或突發事故

(如被困升降機、

交通意外)

⚫ 留院治療：若獲主診醫生同意在醫院應考，考生家人應
在有關科目開考前最少一個工作天聯絡考評局，並提供
授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 不能應考/在試場內病倒而未能繼續應考：
 考評局可為已應考同一科至少一卷的考生作成績評估；
 若學校考生未有應考任何一卷，考評局可為有校長推薦

的考生進行「科目評審成績」
 考生應在考試前致電考評局備案，並盡快求醫，以及必

須於考試日起的21曆日內以書面向考評局提出申請(須附
校長信件及醫生證明正本)

⚫ 其他特殊情況：連同證明文件向考評局申請作特別處理



特殊事故的處理方法

筆試

▪ 考生應在試場內向試場主任投訴，亦可最遲於考試日後7曆

日內向考評局提出書面投訴

▪ 考生應考聆聽部分時如遇到接收問題，應立即要求前往特別

室應考。因接收問題而前往特別室應考的考生，不會被扣分

▪ 建議考生可預先到試場測試收音機的接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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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下述委員會考慮個別申請:

➢ 特殊需要考生事務委員會

➢ 學障考生事務委員會

特別考試安排



特別考試安排例子
➢ 延長作答時間

➢ 考試中途的休息時間

➢ 聆聽部分較長的停頓時間

➢ 輔助儀器（如電腦、電腦讀屏軟件、語音轉換文字軟件、點字機等）

➢ 特別版試卷（如單面、單面黑白放大、象牙色等）

➢ 特別版答題紙

➢ 文字標註／描述

➢ 豁免應考某科分部／部分試題

➢ 特別試場及座位安排

特別考試安排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contact_us/

公開考試資訊中心

(852) 3628 8860

dse@hkeaa.edu.hk

(852) 3628 8928

星期一至五: 上午8:30 – 下午5:30
(*星期六：早上7時30分至中午12時 *只限文憑試筆試期間)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contact_us/
mailto:dse@hkeaa.edu.hk


推廣優惠：部份文憑試刊物特價發售

https://www.hkeaa.edu.hk/tc/Resources/publications/list_of_publications/hkdse_erqp_pub/

https://www.hkeaa.edu.hk/tc/Resources/publications/list_of_publications/hkdse_erqp_pub/


考評局45周年活動
考評局網上開放日

https://www.hkeaa.edu.hk/tc/resources/virtualopenday/

https://www.hkeaa.edu.hk/tc/resources/virtualopenday/


考評局45周年活動
45周年紀念特展

https://www.hkeaa.edu.hk/tc/About_HKEAA/45thanniversaryoftheHKEAA/anniversaryspecialexhibition.html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