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考生注意事項



赴考前準備

❖試場的路線、交通工具及所須時間

❖充足的休息

❖穿著端正服裝應試



赴考前準備

❖應攜備以下物品應試

➢身分證正本及准考證正本

➢合適的書寫文具 (*多項選擇題宜用HB鉛筆*)

➢自備普通手錶



赴考前準備
❖應攜備以下物品應試

➢個別科目所需物品，如

■ 已印上指定標籤的計算機 (背後不得書寫)
● 加印標籤服務：3月20日下午2:30 - 5:30 

● HKEAA 灣仔辦事處

■ 已備新電池的耳筒式收音機 (電台廣播試場)
● 建議：另備一套後備裝備

須出示
准考證



赴考前準備

❖留意天氣或特殊情況

➢停課不等於延期考試，須留意電台、電視台

或考評局網頁的正式宣佈

➢後備考試日為5月4日及5月5日



赴考前準備

❖筆試考試

➢建議最少於開考30分鐘前到達試場

*到達試場後須找出所屬試場及座位位置*

➢聆聽考試遲到→特別室應考→扣分



赴考前準備

❖口試考試：

➢報到時間前15分鐘可進入報到室

➢遲到逾15分鐘→不獲安排於當日考試

→ 申請補考



赴考前準備

❖做好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

❖出門前：

➢自行量度體溫

➢填妥並簽署「考生健康申報表」

➢戴上外科口罩

➢帶備消毒用品，如酒精搓手液



防疫措施

考生

健康

申報表 不應赴考

「否」



防疫措施

❖開考前：

➢戴上自備的外科口罩

➢通過試場體溫監察

➢以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呈交「考生健康申報表」

38度



防疫措施

❖考試期間：

➢全程繼續戴上外科口罩

■ 點名時，或會被要求暫時除下口罩

➢休息時間盡量到較空曠的地方

➢時刻注意個人衛生及清潔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進入試場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5rpoRe3W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gTUV6bMgho

➢關閉手機及任何響鬧裝置

➢檢查衣袋內或身上有否違規物品

(如筆記、電子器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5rpoRe3W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gTUV6bMgho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進入試場後，不得翻閱任何與科目相關的資料

❖考室內不可攝影 / 錄影 / 錄音
(包括口試報到室和備試室)

❖試場內不可進食，如須喝水，要先得批准

❖試場內不得談話、打手勢或干擾他人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保持紀律及禮貌

❖遵守考試規則及相關要求

❖留心及依從試場主任的各項宣佈

❖有需要應立即舉手向監考員求助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9tPMLWRz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9tPMLWRzk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須於考試時間內在適當位置填寫

考生編號及貼上電腦條碼紙

➢英文科卷1中沒有選答的 B1 / B2 試題

答題簿除外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電腦條碼紙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停止作答後：
- 內頁→不可補貼→可能被扣分 / 不獲評閱
- 封面 / MC答題紙→監督下補貼 → 填報告書
→ 可能被扣分 / 不獲評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k2R28TI_veg

不可摺疊、刮花或弄污 不可帶離試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2R28TI_veg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英文科卷1及卷3
➢ Part B已選答的B1 / B2 須用綠色短

繩與 Part A 的試題答題簿繫於一起

➢沒有選答的 B1 / B2 試題答題簿亦會

被收回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在各頁正確的試題編號方格內填畫「X」號
➢可用鉛筆或原子筆填畫

➢更改可用

■ 擦膠 / 塗改液／改錯筆／改錯帶

■ 或

錯填或漏填
可能不獲評閱

「停止作答」後
不會獲准填畫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可用合乎規範的簡體字 (以中文作答的試卷)
➢以最新頒布的《通用規範漢字表》為準

❖所有答案必須填寫在指定位置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予評閱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不可在同一頁作答超過一條題目

❖補充答題紙須用繩綁於相關答題簿 / 試題答

題簿內

➢如有需要，可預早向監考員索取補充答題紙

❖補充答題紙 / 方格紙 / 工作紙不可撕開使用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多項選擇題 (MC) 
➢ MC 答題紙另須填上姓名

及簽署

➢宜用HB 鉛筆作答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正確填畫適當的答案方格 / 圓圈
➢ MC答題紙

➢試題答題簿

➢錯誤答案須徹底擦去筆痕

➢每題不可填畫多於一個答案 (有特別指明除外)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早退

➢多項選擇題考試 (數學卷2及經濟卷1)

➢中文卷三及英文卷三



考試期間注意事項
❖早退

➢其他試卷

■ 開考後30分鐘後至考試完結前15分鍾前可以

■ 試卷不得攜離試場
要善用考試時間

盡力作答及覆卷

不應該輕易早退



語文科聆聽考試注意事項

❖帶備有耳筒的收音機

➢ FM電台廣播
➢新電池 一套後備裝備

➢不宜使用自動調校頻道功能

❖接收模式 : 立體聲及單聲道

單聲道

使用
電台
廣播
試場



語文科聆聽考試注意事項

❖參考試場的宜選用頻道

❖連接收音機與耳筒的電線

➢宜拉直及垂放兩旁

➢與身體保持一定距離 (不少於兩吋)

考試錄音播放完畢後必須除下耳筒

使用
電台
廣播
試場

FM 95.6 兆赫
FM 94.8 兆赫

香港電台
第二台



語文科聆聽考試注意事項

❖ 特別室應考

➢透過座枱式收音機收聽考試廣播

➢填寫「特別室考試報告書」

■ 確認已正確記錄進入的時間及原因

使用
電台
廣播
試場



語文科聆聽考試注意事項

❖前往原因

■ 接收問題或收音機 / 耳筒不能正常運作
■ 沒有攜帶收音機

■ 沒有帶備耳筒或電池

■ 收音機體積過大 (超過46cm x 15cm x 
15cm)

■ 攜帶收音機以外之電子儀器應試

■ 較報到時間遲逾30分鐘

扣分

不扣分
使用
電台
廣播
試場



語文科聆聽考試注意事項

❖准考證上以'#'號顯示的試場

❖必須備耳筒應試

➢耳筒的插頭上備有兩個絕緣環

➢試場會播放兩段示範錄音

考試錄音播放完畢後必須除下耳筒

使用
紅外線

接收系
統廣播
試場



語文科聆聽考試注意事項

使用
紅外線

接收系統
廣播試場

❖特別室應試

➢接收不清

➢所帶的耳筒不能正常運作

➢沒有帶備耳筒

➢較報到時間遲逾30分鐘扣分



語文科聆聽考試注意事項

❖准考證上以 '&'號顯示的試場
❖中國語文科 (普通話應考) 

❖不須要自備耳筒式收音機

使用

學校廣播
系統試場



語文科口試注意事項

❖准考證及身分證正本
➢未能出示准考證 不能參加口試

申請改期

❖報到時間前15分鐘可進入報到室
➢進入前關掉電話 (包括響鬧功能)

➢遲到逾15分鐘 不獲安排當日考試

申請改期



語文科口試注意事項
❖申請改期
➢考試日期後

■ 原因：未能出示准考證 / 遲到 / 病
■ 准考證正本+ 醫生證明函正本 (如適用)
■ 考試日期後三個工作天內

■ $414 (或可獲豁免)

辨理地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修頓中心辦事處
(星期一至五上午8:30-下午5:30)



語文科口試注意事項

❖申請改期
➢考試日期前

■ 特殊原因 (如病、與HKEAA所舉辦的公開試撞期)
■ 准考證正本+證明文件正本
■ 4月8日開始接受申請
■ $293 (或可獲豁免)

辨理地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修頓中心辦事處
(星期一至五上午8:30-下午5:30)



語文科口試注意事項
❖在報到室、備試室或考室

➢洗手間 : 報到時間起計的30分鐘內提出
(進入備試室後，通常不會再獲准前往洗手間 )

➢可閱讀書報(電子書除外)  (只限於報到室)
➢不得隨意走動

➢不可與其他考生交談 (「小組討論」時間除外)
➢不可使用電子器材

➢留意是否能清楚看到計時器 (備試室 / 考室)



校本評核成績相關資訊

❖不會獨立匯報校本評核分數於成績通知書或

證書上

❖若只完成校本評核部分但卻缺考全部筆試

➢成績通知單上，該科會以「缺席」顯示

➢ 該科目不會列於證書上



考試期間生病處理方法

❖除口試可申請改期(考試日期後三個工

作天內)，筆試不設補考

❖因須留院治療而申請在醫院應考

➢考試前，攜同授權書及有關證明文件到考評

局申請



考試期間生病處理方法

❖因病缺考

➢考試前致電/ 電郵考評局備案
■ (電話：36288860) (dse@hkeaa.edu.hk)

➢取醫生證明書

➢通知學校並向校方申請相關信函

➢於考試日後起計21曆日內向考評局秘書長書面申請
成績評估



考試期間生病處理方法

❖其他情況

➢罕有或不可預計的事情 (如遇上交通意外、14天
強制檢疫)           申請特別處理 (程序同上)

➢因緊張導致不適或輕微抱恙 不獲處理



2020HKDSE 相關短片

❖考生手冊

➢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student_s_handbook/

❖考試程序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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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student_s_handbook/
http://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videos_procedure/


2019 DSE  
不遵守考試規則致處罰情況

降級 (13)
1.試場內拍照，以電子或公開形式展示
2.身上有未關上的手提電話
3.取走剩餘電腦條碼紙並展示



2019 DSE  
不遵守考試規則致處罰情況

扣分

3.不守時間
指示

(>50)

手錶響聲

考生交談

繼續收聽

顯示姓名1.特別室
(>500)

(759)



准考證



准考證

❖小心核對

➢中文及英文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類別和號碼

■ 應與提交大學聯合招生處申請時所用的相同，否則聯招申請

程序會受影響

➢報考科目

■ 包括卷別 / 單元 / 應考語文

如有錯漏，
請立即提出。



准考證

❖如須申請更改顯示在成績通知書上的個人資料

➢須附有有關證明文件

➢於6月22日或之前向學校提出(考評局申請限期為6月29日)

➢確保已同時更訢大學聯合招生處JUPAS的申請資料

切勿將准考證過膠，或加上任何文字或標記



准考證

❖建議可複印准考證副本一份

➢若考試當天發現遺失准考證

■ 到原定試場應考

■ 通知學校並向申請學校證明信

■ 相片、補領准考證費用為$268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修頓中心辦事處)

須出示
准考證正本應考



准考證

❖包括個別試場的地址及地圖的試場一覽表，可

於以下考評局網頁查看
➢ http://www.hkeaa.edu.hk <香港中學文憑> 

<考務安排>

➢ http://www.hkdse.hkeaa.edu.hk <最新消息>

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dse.hkeaa.edu.hk


❖可在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下載香港中學

文憑手機應用程式，登入「我的考試日程」

瀏覽個人的考試時間表

➢詳情：http://www.hkeaa.edu.hk/tc/app/

http://www.hkeaa.edu.hk/tc/app/




聯絡資料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修頓中心辦事處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12
樓學校考試及評核部

➢電話：36288860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8:30至下午5:30

➢網址：http://www.hkeaa.edu.hk
➢電郵：dse@hkeaa.edu.hk
➢文憑試快線網誌：http://blog.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mailto:dse@hkeaa.edu.hk
http://blog.hkeaa.edu.hk/


2020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發放

❖ 7月2日(星期四)

➢校內「中學文憑考試放榜前講座」

❖ 7月15日(星期三)

➢ DSE放榜日期 (暫定)



其他

❖ 密切留意各類院校及課程的申請限期

➢ 2020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 網上預先報名 3月1日至31日
■ https://www.eeagd.edu.cn/hkmsks/main.jsp

■ http://www.edb.gov.hk/admissionscheme20

➢ 2020/21學年VTC中六以上程度全日制課程

■ 網上報名截止日期4月30日
■ www.vtc.edu.hk/admission

❖ 申請校內中六成績資料單

➢ 3月23日起開始接受申請

➢ 交家長信予校務處

https://www.eeagd.edu.cn/hkmsks/main.jsp
http://www.edb.gov.hk/admissionscheme20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