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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成績申請指引 

簡介 

 



A. 覆核成績類別 

B. 申請程序 (i)親身  (ii)電郵 

C. 填寫申請表注意 

D. 繳費注意 

E. 申請減免覆核成績費用 

F. 發放覆核成績結果 

G. 上訴覆核申請 

H. 重要日期 

簡介內容 

 



A. 覆核成績類別  



積分覆核 重閱答卷 

覆核類別  

A. 覆核成績類別  

• 有沒有加錯分 

• 分數是否準確輸入電腦 

• 每頁答案是否已經評閱  

• 答卷會重新批改兩次 



 

 

重閱答卷  

 以每科為單位 

 除中、英、數外 

  

 

 

A. 覆核成績類別  

積分覆核  

   以每科為單位 



1. English 

(I) Reading  

(II) Writing 

(III)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 

2. 中國語文 

(一) 閱讀 

(二) 寫作 

(三)  綜合能力 

某一分部 / 部分申請重閱答卷 

 考評局會為該科其他分部成績進行  

        積分覆核。  



3. 數學 

必修部分 = 一個科目計 

延伸部分 = 一個科目計 

又或兩者 = 一個科目計 

 

 考評局會為該科其他分部成績進行  

        積分覆核。  

某一分部 / 部分申請重閱答卷 



 

覆核成績科目總數: 最多4科 

 

 
申請覆核科目 > 4科 

必須提供文件證明其情況特殊，並於覆
核成積的申請期限內以書面向考評局提
出申請。 



重閱答卷 費用 

甲 
類 
科 
目 

語文科目 $893 

語文科目分部 $357(每分部) 

非語文科目 $745 

積分覆核 

非語文科目 $187 

語文科目 $224 

覆核費用 



B. 申請程序  

(i) 親身遞交 



申請日期 : 

2020年  7月22日 至 24日 

(9:00am - 4:00pm) 

及 

7月25日(中午12時前)  

 

逾時 

不處理 

B. 申請程序 



  到校務處辦理 

  網上下載「覆核成績申請表」  

    (已經學校電郵傳送給所有中六同學)  

   或到校務處領取 

 

 

 

 

B. 申請程序 



1. 填妥「覆核成績申請表」 

 

2. 交校務處陳小姐 

 

3. 即場收到「核對清單」 

簽署確認並交回校務處 

 

4. 即場收 到 「繳費通知單」 

 

5.自行安排繳費 

 

B. 申請程序 (i) 親身遞交 



B. 申請程序  

(ii) 電郵遞交 

 



申請日期 : 

2020年  7月22日 至 24日 

(9:00am - 4:00pm) 

及 

7月25日 (中午12時前)  

 

逾時 

不處理 

B. 申請程序 



B. 申請程序 
申請步驟如下： 

(a) 同學須於7月22日至24日（9:00-4:00）及25日(9:00-12:00) 

     填妥覆核成績申請表(已經學校電郵傳送給所有中六同學及班主 

     任）。 

(b) 將填妥之申請表電郵給陳穎姿小姐 

    電郵地址： c008@fk1ss.edu.hk  

(c) 學校將同學申請表的資料輸入考評局系統後，會電郵一封「核 

     對清單」給申請同學，同學必須於即日核對並以電郵回覆資料是 

     否正確，學校才會替同學遞交申請。 

(d) 成功遞交申請後，同學會收到考評局一封確認電郵連同「繳費 

      通知單」。如未能收到確認電郵，請立即聯絡學校陳穎姿小姐。 

(e) 收到考評局確認電郵及「繳費通知單」後，必須於兩個日曆內到 

      OK或7–11便利店遞交款項。確實繳款限期已印在繳費單上。 

(f) 如有疑問，請致電校務處聯絡陳穎姿小姐。 

     (電話號碼：26700366） 



1. 填妥「覆核成績申請表」 
(已經學校電郵傳送給所有中六同學亦可列考評局網頁下載) 

 

2.電郵至 c008@fk1ss.edu.hk 
 

3.經電郵收到「核對清單」 
 

4. 回覆電郵確認「核對清單」資料無誤 

 

5.經電郵收 到 「繳費通知單」 
 

6.自行安排繳費 

B. 申請程序 (ii) 電郵遞交 



C. 填寫「覆核成績申請表」注意 



C. 填寫「覆核成績申請表」注意 

必須為有效電郵 



填寫「覆核成績申請表」注意 



 

e.g. 積分覆核 中國語文 

填寫「覆核成績申請表」例子 



 
 

填寫「覆核成績申請表」例子 

e.g.重閱答卷 

    中國語文 (一) 及 (二) 



 

填寫「覆核成績申請表」例子 

e.g.重閱答卷 

    英國語文全科 



物理  
通識  

非語文科目 

以每科為單位 

數學 延伸部分  

填寫「覆核成績申請表」例子 



 「核對清單」簽署確認 

空白位
置簽名 



D. 繳費注意 



 「繳費通知單」 

留意 

繳款限期 



 

    須於2個曆日內帶同「繳費通知單」 

     繳付有關費用。 

  

繳費方法: 

7-Eleven  

OK 

例子 
申請日期: 22-7-2020 
  
繳款限期: 24-7-2020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5emTCORWU4jAPM&tbnid=Ui8O-HTqGiwzEM:&ved=0CAgQjRw&url=http%3A%2F%2Fdk.wasabii.com.tw%2Fdk_shop%2Fcard.shtml&ei=8nG_U-evJ83fkgWTz4GIAg&psig=AFQjCNEDcM_xgkhMuQDjuKqLGrEJ_2fC4Q&ust=1405141874719821


• 逾期繳費，須於2020年7月31日下午
5時前 

• 考評局修頓中心辦事處繳清費用 

• 逾期繳款附加費$268 

• 否則申請將不獲處理 

D. 繳費注意 



E. 申請減免部份覆核成績申請費用  



E. 申請減免部份覆核成績申請費用  

考生有經濟困難 

按個別情況酌情考慮 

減免部分費用 

亦須於限期前繳費 

有關費用將於8月底退還予考生 

 



  填妥「減免覆核成績費用申請表 

     格」連同相關證明文件(已經學校電    

     郵傳送給所有中六同學) 

  2020年7月27日前 

  遞交至考評局辦事處 

E. 申請減免部份覆核成績申請費用  



F. 發放覆核成績的結果 



F. 發放覆核成績的結果 

• 8月20日發放  

• 回校領取覆核成績結果通知書  

• 如獲成績提升，考評局會同一 

  時間通知大學聯合招生處， 考  

  生須根據大學聯招辦事處有關 

  指引申請大專入學事宜。 



G.  上訴覆核申請 



G.  上訴覆核申請 

上訴覆核類別 申請上訴覆核截止日期 

考試異常事件 2020年7月27日 

覆核成績程序 2020年8月24日 

試卷評分 試卷複本備取後的10曆日內 

* 如有須要申請，請先聯絡學校。 



H. 重要日期 



申請期限  

繳費期限 

7月22日 – 25日 

2個曆日內 

發放覆核
結果 

8月20日 



如有查詢，可聯絡 

梁曉莊老師  

或 

王鴻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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