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春季全國美術考級試(香港考區)
報名須知
1.

報考資格
• 考試專業：漫畫、中國畫(人物/山水/花鳥)、書法(毛筆/硬筆)及西洋畫(速寫/素描/水粉/水彩/油畫)。
• 考試級別：各考試專業主要有十個考試級別，共分為四個檔次：一至三級為D檔，四至六級為C檔，七至八級為B檔，九至十級為A檔。
考生必須年滿6歲或以上，而18歲以下考生必須填寫家長或監護人資料（註：考生年齡以當次考試日期計算)。18歲以下之考生（註：
首次報名之考生只可報考一至三級的考試）可越級報考，但不能跨越檔次，除非考生已考獲同一專業前一檔次最高級別或任何專業十
級的考級證書。例如：只考獲五級（C檔）考級證書的考生不能報考同一專業的七或八級（B檔）考試；考獲六級（C檔）考級證書的
考生方可報考同一專業的七或八級（B檔）考試；考獲任何專業十級（A檔）考級證書的考生可報考任何專業的四至十級考試。18歲或
以上之考生則不受此限。
• 漫畫專業另設有啟蒙一級、啟蒙二級及啟蒙三級的考試，均屬D檔，只供3歲至5歲之考生報考，不接受6歲或以上考生報考（註：考生
年齡以當次考試日期計算）
。3歲至5歲首次報名之考生，只可報考啟蒙一級的考試；3歲至5歲及已考獲啟蒙一級考級證書之考生，可報
考啟蒙二級的考試；3歲至5歲及已考獲啟蒙二級考級證書之考生，可報考啟蒙三級的考試。
• 18歲以下考生必須經由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登記的畫室/老師保送申請，切勿自行更改報考專業或級別。畫室/老師有權拒絕保送擅自
更改報考專業或級別的申請，相關報名申請將會因而被終止，已繳交之考試費用將不獲退還。18歲或以上考生可自行報考。
• 若考試時間沒有衝突，在同一季考試中，考生最多可報考兩個專業的考試。

2.

考試日期及時間
• 日期﹕2021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
• 時間﹕一般於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或下午 2 時至 5 時的時段內進行（各專業/級別的考試時間須視乎考生人數、場地供求等因素而
決定。確實考試時間將印載於准考證，考生請預留時間出席考試。）

3.

報名日期及時間
• 郵遞報名︰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
）國際及專業考試部（地址﹕九龍新蒲崗爵祿街 17 號 3 樓）
• 郵遞報名地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下稱「考評局」

4.

報名表
• 報名表及有關文件可於考評局新蒲崗辦事處索取或從考評局網頁www.hkeaa.edu.hk/nae下載。如以2020年夏季考級試成績報考是次春季
考試的考生，請使用印有「只供參加2020年夏季全國美術考級試考生使用」的表格。
• 考生若報考兩個專業，每個專業必須各填寫一份報名表。
• 考生必須填寫報名表上的所有欄目(註：丙部及丁部只適用於18歲以下考生)，通訊地址則可使用英文或中文填寫。
• 18歲以下考生必須填寫家長或監護人資料及其報名表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丙部)。
• 18歲以下考生的報名表必須載有保送畫室/老師之資料(丁部)。
• 報考四至十級考試但未年滿18歲之考生必須填寫曾於全國美術考級試考獲同一專業前一檔次最高級別或同一檔次任何級別，又或任何
專業十級的考級證書資料。
• 報考漫畫啟蒙二及啟蒙三級考試之考生必須填寫曾於全國美術考級試考獲漫畫前一啟蒙級別的考級證書資料。

5.

報名手續
• 於上述指定報名日期內，考生可以郵寄的方式，將填妥的報名表連同下列報名材料郵寄至考評局：
i)
香港身份證/護照/出生證明書/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只供審核資料用，申請手續辦妥後，考評局會將之銷毀〈郵遞報名〉
）
ii) 2吋近照兩張（報名表上張貼一張；另附一張照片，請在該照片背面寫上考生姓名、報考專業和級別，切勿直接把照片釘在或以
膠紙/膠水粘貼在報名表上）
iii) 曾於全國美術考級試考獲同一專業前一檔次最高級別或同一檔次任何級別，又或任何專業十級的考級證書副本（只適用於報考四
至十級考試但未年滿18歲之考生）(不適用於以2020年夏季考級試成績報考是次春季考試的考生)
iv) 曾於全國美術考級試考獲漫畫前一啟蒙級別的考級證書副本（只適用於報考漫畫啟蒙二及啟蒙三級考試之考生）(不適用於以2020
年夏季考級試成績報考是次春季考試的考生)

如以郵遞方式報考，請於信封面上註明「全國美術考級試報名」，並附上已貼足資郵票及寫上考生姓名及回郵地址的信封一個，
以便考評局郵寄一張A4尺寸的繳費單給每一位考生。請確保已支付足夠郵資，以免郵件未能送達考評局。考生或考生家長/監護
人須自行承擔因未有支付足夠郵資而引致的任何後果。切勿郵寄現金或支票。
vi) 以郵遞方式報考者，切勿附上報名檢查清單以外的文件(請參閱報名表背頁的報名檢查清單)，考評局不會將之寄回予考生，並於
報名後連同身份證明文件/考級證書(如適用)副本一併銷毀。
• 倘若報名資料、文件不齊全或有誤，申請恕不接納。
• 郵寄的報名表，按郵戳日期為準。任何因郵遞延誤或遺失，而導致報名表未能在郵遞報名截止日期前寄抵考評局，或繳費單未能在截
止繳費日期前寄抵考生，考評局恕不負責。一般考生如在2021年1月22日仍未收到繳費單，必須於1月26日或之前致電3628 8721向考評
局作出查詢。考生必須於1月27日或之前繳付全部考試費，否則報名作廢。以2020年夏季考級試成績報考是次春季考試的考生，如在2021
年1月27日仍未收到繳費單，請於1月29日或之前聯絡考評局。

v)

6.

考試費用
• 考評局在審核報名資料無誤後，會向考生發出繳費單，考試費請參照下表。考生須於繳費單上的截止日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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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保留繳費單及便利店收據以作繳費證明及紀錄。
• 考試費及其他費用一經繳交，將不獲退還，亦不可轉作後期或其他考試之用或轉讓他人。
• 因遲到而被拒進場或缺席的考生一律視作棄權論，考生將不獲安排補考或退還任何已繳付的考試費和其他費用。
各個專業及級別考試費(以港幣作單位)
級別
專業

啟蒙
一級

啟蒙
二級

啟蒙
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漫畫

$782

$782

$782

$814

$858

$932

四級

五級

$1,006 $1,099

中國畫 (人物/山水/花鳥)
書法 (毛筆/硬筆)
/
/
/
$814 $858 $932 $1,006 $1,099
西洋畫 (速寫)
西洋畫
/
/
/
$992 $1,040 $1,107 $1,194 $1,275
(素描/水粉/水彩/油畫)
註︰如欲以工筆畫應考中國畫人物或花鳥的考生，須額外繳交港幣135元考試費。

7.

附加費用
1

六級

七級

八級

九級

十級

$1,160

$1,280

$1,453

$1,690

$1,960

$1,160

$1,280

$1,453

$1,690

$1,960

$1,336

$1,453

$1,565

$1,733

$2,104

在特殊情況下，考評局可根據考生所提出的理由，考慮批准個別考生的逾期報名/逾期繳交考試費用/更改報考專業或級別申請。惟考生除
繳交應付的考試費外，另須繳交附加費。

8.

考試場地
• 一般設在考評局新蒲崗辦事處或學校禮堂/課室舉行，確實的考試地點將於准考證內公布。
• 年幼考生的家長或陪同人士可於考試開始前及完結後時段，到達試場所屬樓層接送年幼考生往返試場。
• 若年幼考生決定提早離開試場，考生須自行聯絡家長或陪同人士到試場接送。

9.

准考證
• 考評局約於考試舉行前兩星期郵寄准考證及其他有關考試的資料予考生。若在考試前一星期仍未收到准考證或遺失准考證，請盡快與
考評局聯絡。
• 收到准考證後，應立即核對准考證上的個人資料，如發現有任何錯誤，請即時以書面通知考評局修正。如考生的中、英文姓名、出生
日期或性別有誤，則須連同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一併遞交。列印在證書上的姓名及個人資料將以此為根據，倘於日後申請更正證書上的
考生姓名或個人資料，如獲批准，考生須另繳附加費用。
• 考生必須遵照准考證上指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應試。所有更改考試時間的申請，須視乎專業、級別或試場的座位數目等因素而決定，
考評局不能保證考生的改期申請一定會獲得批准。如申請獲批准，須另繳附加費用。

10.

考級證書/參評證書
• 通過考試之考生將獲發考級證書，未能通過考試的考生，則會獲發參評證書。考級證書或參評證書約在考試後三個月以掛號方式郵寄
給考生。若考生在此時段仍未收到證書，應致電考評局查詢。所有無人領取的證書將於證書發出日期起計五個月後退回中國藝術科技
研究所美術考級中心，考評局將不會另行通知。

11.

其他
• 所有考級作品，版權屬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美術考級中心所有，為該考級中心財產，考評局獲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美術考級中心授權
處理考級作品，包括：收集、運送、展覽、研究、拍攝、錄影、出版、宣傳等，考級作品一律不予退還。
• 考生可前往考評局新蒲崗辦事處刊物組或透過考評局網上書店(http://www.hkeaa.edu.hk/tc/Resources/publications/) 購買各考試專業的教
材。

12.

重要日期

13.

事項

日期

截止遞交報名表格日期

郵遞: 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

收到繳費單日期
(郵遞報名適用)
截止繳交考試費用日期
收到准考證日期
考試日期
收到證書日期

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 (適用於一般考生)
2021年1月27日(星期三) (適用於以2020年夏季考級試成績報考是次春季考試的考生)
請於繳費單上顯示的截止日期前繳付
約於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
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
約於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

考生個人資料
考生個人資料為讓考評局及考試機構提供考試及評核服務所使用。考生可自行決定是否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但倘若未能提供全部所需的
資料或提供了不準確或不完整的資料，考評局可因而拒絕接受有關申請或拒絕提供全部或部分考試及評核的服務。已提交的個人資料，亦
可能作以下用途：
(1) 協助高等院校、政府或公營機構處理入學申請；
(2) 應高等院校、政府或公營機構要求，提供資料協助處理獎學金申請；
(3) 應高等院校、政府或公營機構要求，提供資料協助核實考生於津貼申請的資格，在此情況下，考評局將向有關機構披露所需的個人資
料；
(4) 回應合法要求，證明考生的成績；
(5) 處理任何有關考試的退款或付款；
(6) 以不記名及在不披露考生身份的方式，進行教育研究及分析；
(7) 在考生同意下，為所屬考試機構推廣服務及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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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評局亦可能將考生個人資料轉移至第三者作上述或其他直接有關的用途，包括政府或公營機構、學校及敎育機構、銀行(處理退款或付
款)及提供各項行政或技術服務的服務提供者，透過他們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資料輸入、報名過程、發放考試文件及其他關於資料的
收集、棄置或處理等)以協助考評局提供考試及評核服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任何人士若能向考評局證明其資料當事人之身份，在繳付有關費用後，可向考評局提出查閱其個人資料的申請。
惟請注意由考評局所收集有關考生的個人資料/聯絡方法/其他資料，可能會轉交相關考試機構用作提供考試及評核服務及對上述各項作任
何用途或其他直接有關的用途。一般情況下，在考試或考試季度及所有相關的考試服務完結後，考評局會將所有相關資料轉交擁有該等資
料的完全處理權的考試機構處理。如有需要，考生屆時可直接向所屬考試機構申請查閱其個人資料或有關資料處理的政策。
*如閣下已給予同意把你的個人資料作此用途但又欲將其撤回，請將有關要求以書面方式通知考評局。

14.

查詢

•
•

有關各考試專業的考級要求及大綱，可瀏覽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網頁www.artexam.org，或致電(852) 3105 8926查詢。
有關其他資料，可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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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櫃位）
電話：(852) 3628 8721 / 3628 8787（接通後按1 - 9）
傳真：(852) 3628 8790
電郵：ie2@hkeaa.edu.hk
網址：www.hkeaa.edu.hk/nae
本局的電話設有來電顯示功能，來電號碼將以3973開頭以資識別。爲確保服務質素，本局與公眾人士的電話内容，可能會被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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