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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考生留意事項 

2017-02-12 更新 

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 

A(1) 2017 DSE 手機應用程式 

 

A(2) 網誌文憑試快線 http://blog.hkeaa.edu.hk/ 

 

A(3)(a) 考生表現示例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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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b) 樣本試卷及練習卷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ample_practice_paper/ 

 

A(4) 考生手冊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student_s_handbook/ 

 
(a)准考證 (考生須妥為保存，但切勿將准考證過膠，以備考試時供監員查閱。) 

小心核對准考證上的資料，如發現錯誤，應立即向考評局提出更正。 

切勿在准考證上寫上任何資料，否則會被扣分，甚至可能會被取消全部考試成績。 

 

更改報考科目：2017 年 3 月 20 日後始遞交的申請，通常不獲接納 

更改個人資料：考生須附上有關證明文件，於 2017 年 7 月 4 日或之前申請。 

遺失／損毁：考生須前往考評局修頓中心辦事處申請補發，考生申請時須繳交近照一張、學校證明信及

費用$238。 

(b)申請更改中英說話考試日期 

考試日期前：$261(每科) 

考試日期後：$368(每科)，考試日期後三個工作天內的辦公時間（星期六亦作一工作天計算）逾期申請

將不獲接納）申請人須親臨修頓中心辦事處填寫有關申請表格。 

(考生因病不能應考(須提供有效的醫生證明信正本)可獲豁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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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香港中學文憑相關資訊-短片: 

http://www.hkeaa.edu.hk/tc/resources/videos/ 

 

包括：文憑試微電影「應考 Up Up Up」、公開考試知多 D - 語文科口試、違規物品、校本評核、國際認

可、水平參照、網上評卷、電腦條碼、聆聽考試、手提電話、計算機 

 

 

A(6) 考試程序短片 

(a)  文憑試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口試程序影片 

(b) 文憑試甲類科目筆試考試程序影片(考生適用) 

http://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videos_procedure/ 

 

 

短片 

非常重要 

考生務必 

試前觀看 

http://www.hkeaa.edu.hk/tc/schools_and_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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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中英聆聽 

 電台或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准考證上會列明你應試的試場所使用的廣播方式。 

 電台廣播：自行攜帶備有耳筒的收音機應試。 

 其他電子儀器(包括但非只限於 

 多媒體播放器、藍牙／Wi-Fi 設備、手提電話、內置於耳筒的收音機等)均不可使用。 

 

 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 

 考生並不需要攜帶收音機， 

 但考生必須自備於插頭上備有兩個絕緣環的耳筒， 

 以接駁本局提供的接收器（插頭直徑：3.5 mm） 

 收聽考試廣播。 

 

 
 如你的收音機備有立體聲及單聲道兩種接收模式，為了較佳的接收效果，應選擇單聲道。 

 

扣

分 

中英聆聽考試中，考生因以下情況在「特別室」應試，會被扣分： 

- 沒有攜帶收音機； 

- 沒有帶備耳筒或電池； 

- 較報到時間遲逾 30 分鐘始抵達試場； 

- 收音機體積過大，或攜帶收音機以外之電子儀器應試； 

- 在「特別室」內使用自備的耳筒式收音機收聽考試廣播。 

考生如對聆聽部分的接收情況作出投訴，必須在考試當日在試

場內向試場主任提出。否則，有關投訴將不獲處理。 

 

 

 

 

A(8) 中英口試 

遲到逾 15 分鐘的考生：   當日考試 × (申請更改口試日期及繳交附加費) 

前往洗手間：     報到室  (30分鐘內提出)  備試室或考室 × 

與其他考生交談或使用電子器材： 報到室 ×     備試室或考室 × 

閱讀書報(電子書報除外)：   報到室      備試室或考室 × 

 

不獲處理的投訴： 
(a)主考員或其他考生的態度及面部表情而影響表現。 

(b)同組其他考生壟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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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過去經常出現的考試違規事件 

1. 准考證放在膠 file 內，但 file 內亦發現其他筆記，甚至是已應考的試卷。 

2, 計算機機蓋或機背有姓名、貼紙或圖畫 

3. 沒有用的筆記或書本(不論是應考科或非應考科)放在手提包內。 

 

 

 

 

 

 

A(10) 不接受的投訴 

1. 考試時間不足、試場沒有時鐘 

2. 汽車聲、一般學校活動或課堂鈴聲 

3. 離開試場後向考評局投訴場地燈光不足，有噪音滋擾或有滴水情況等 

4. 聆聽考試時不去特別室，但投訴接收問題 

5. 投訴其他考生的收音機及天線干擾 

6. 說話考試考官／主考的語氣或面部表情 

 

 

 

 

 

A(11) 答卷不獲接納 

1. 應考時及試後均未能出示考評局要求的身分證明文件 

2. 考生應考錯誤的應考語文／選修卷別／單元 

3. 考生於呈交答卷前把答卷／答卷內頁攜離試場 

4. 於視覺藝術科考試，考生在未經許可的紙張(例如自攜畫紙或由考評局提供作草稿用的白書紙)上／ 

 由考評局提供的畫紙／宣紙背頁繪畫或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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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公平處理考試異常事件 

1. 考生攜帶入試場的計算機屬准用型號，惟未有正確地印上標籤； 

2. 考生管有少量未經許可的物品，惟不能就該物品於考試中獲益（例如《考生手冊》）。 

3. 考生管有少量未經許可的物品，但該物品與應考科目沒有直接關係，亦未有證據證明考生作弊，

考生並已提供合理的解釋； 

4. 攜帶入試場的器材(雖非處於開啓模式) 但在考試中途仍發出聲響 

5. 未經許可而擅自離開試場，或不小心把考試用品攜離試場 

6. 未有在答卷貼上電腦條碼貼紙 

7. 聆聽測驗中遲到或未有攜帶適當的收音設備 

8. 考生管有少量未經許可的物品，但該物品與應考科目沒有直接關係，亦未有證據證明考生作弊； 

9. 考生於應考時仍能接觸電子器材，惟該器材是處於非開啓模式，不論考生是否能夠提供合理的解

釋； 

10. 考生不遵從監考員有關開始作答或考試終結的指示(例如經警告後仍開始／繼續作答或手持文具)； 

11. 在答卷內寫上其姓名或身分證號碼； 

12. 試場內與其他考生作簡短的溝通，但未有作弊之嫌。 

13. 攜帶未經考評局批准使用的計算機或電子器材，但未有證據證明考生於考試中獲得不公平的益處； 

14. 在不可早退的時段離開試場； 

15. 考生攜帶入試場的電子器材處於開啟模式，並放於其座位椅下／袋內但未有作弊之嫌； 

16. 筆試或口試試場內攝影、錄音或錄影，但於考試完畢後按指示將有關相片／錄音／錄影删除； 

17. 於同一考試年度內前往非指定試場應試超過一次。 

18. 考生攜帶入試場的電子器材處於開啟模式，並放於其身上／桌上但未有作弊之嫌； 

19. 屢次違反監考員的指示(如開始作答或考試終結)或對主考員∕監考員粗暴無禮 

20. 筆試或口試試場內攝影、錄音或錄影，並公開展示相關相片或片段 

21. 考生把一張或以上的電腦條碼貼紙攜離試場並以電子或公開形式展示 

22. 早退考生於考試完結前把試卷攜離試場 

處理方法：警告信、扣 1%、2%或 5%分數或降級 
 

 

 

 

23. 校本評核課業嚴重抄襲、考試時作弊、代考、考試前以不正當手法獲悉試題內容 

處理方法：課業評為零分、科目成績降級、取消科目成績或取消全部考試成績 

詳情請參閱：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Irregularities_Leaflet_C.pdf 

 

 

 

 

 

註： 

上述資料輯錄自考評局網頁及考生手冊。 

若有資訊任何差異，以考評局網頁及考生手冊作準。敬請留意。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Irregularities_Leafle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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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http://www.eapp.gov.hk/ 

 
E-APP 是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網上電子報名系統，所有參加 2017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的考

生均可使用 E-APP 預先申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以外，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經

E-APP 申請課程，考生有機會在公開考試成績公布前獲得院校的有條件取錄／暫取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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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PASS」─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 

內容包括：2017 年聯招以外的全日制經評審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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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搜尋升學資訊 

 http://enavigator.edb.hkedcity.net/mai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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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17 中六學生資訊專頁」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index.php 

 

 

C 其他資訊 

1. 遞交兩個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請清楚寫上回郵地址。 

2. 放榜前講座：歡迎家長及學生抽空出席。10.7.2017  黃昏 @G09 

3. 文憑試放榜日：12.7.2017 

4. 甲子自修室 

星期天 日期 學生服飾 開放時間 自修室地點 

星期一至五 
(上學天) 

中六最後上課日之前 
6/2 至 24/2 

整齊校服 
5:45pm-7:30pm 206 室 

中六最後上課日之後 
25/2 至 28/4 

8:00am-5:45pm 208, 312, 313 室 

5:45pm-7:30pm 206 室 

星期六及學校假期 

6/2 至 28/4 

整齊校服 9:00am-7:30pm 206 室 

星期日 樸素便服 9:00am-7:30pm 206 室 

公眾假期(星期日除外) ／ 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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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錄自學友社中六升學指南，詳情請瀏覽 http://www.student.hk/ 

 

 

 

http://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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