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文憑試放榜資訊：

從學校出發、全方位支援，攜手迎接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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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榜日安排



i) 考評局將於7月21日上午9時開始透過SMS短訊通知考生文憑
試成績，學生可選擇不回校領取成績通知書。

ii) 若學生計劃回校領取成績通知書，詳情如下:

日期：7月21日(三)

時間：上午8:30

地點：6A (301室) 6B (302室)

6C (303室) 6D (304室)

為減少校內人流，家長不宜陪同子女回校領取成績通知書。

* 特別天氣安排：
若天文台於當天發出八號暴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請留意
電視或電台的公布及本校網頁之最新消息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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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發成績單



計劃申請成績覆核的同學須於下列日期及時間
辦理有關手續：

日期：7月21日至26日

時間：上午9:00－中午12:00

地點：7月21日上午10時前（禮堂）

7月21日上午10時後至7月26日（校務處）

* 學生可以電郵方式(mingyin@cccmyc.edu.hk)呈
交已填妥之申請表。

5

b.成績覆核



請各回校領取成績通知書及辦理成績覆核
的同學務必在回校前量度體溫，在校內佩
戴口罩、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及避免人群聚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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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地點

升學輔導諮詢
(升學輔導老師)
(請同學預先列印聯招的20個選擇)

禮堂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一般輔導（本校社工） 四樓輔導室

班主任面談 6A: 301室
6B: 302室
6C: 303室
6D: 304室 7

有需要的學生可到以下地點尋求輔導及
升學資訊服務：



遞交申請日期：8月12日及13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中午12時及

下午2時至4時

地點：校務處

* 申請表可於8月11日開始於本校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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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登記重讀中六 (大學聯招第一輪結
果公布日期：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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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績覆核



考評局只容許學生申請最多四科成績覆核，
學生及家長應留意覆核費用及覆核成功機率，
以免浪費金錢。

成績覆核結果發放日期：8月18日

(考評局將於8月18日早上九時開始透過手機
SMS短訊通知考生成績覆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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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覆核／重閱答卷

考生不可重覆遞交申請

就同一科目的一個或多於一個分部成績申請重閱答卷，
計作一個科目

數學必修部分及延伸單元作一科計算

申請中國語文、英國語文科重閱答卷：

➢可選擇重閱科目或分部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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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覆核成績



考評局會於2021年8月18日，同時把所有覆核
後成績獲得提升的考生資料，通知大學聯合招
生處／有關的大專院校及教育局。

取得較高總等級／評級的考生，如擬要求有關
院校按覆核後的成績，重新考慮其取錄資格，
可於2021年8月19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下午6時
經由「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遞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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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覆核成績結果



考生須於學校呈交覆核申請日期後2天內到7-11或Circle-K

便利店繳交覆核費用。

例子︰

呈交申請日期︰7月21日

繳費限期︰7月23日晚上11:59

小心核對繳費單上的覆核成績申請資料。如資料有誤，請
於繳費前及申請期內盡快通知學校作出更正。

考評局會於學校呈交覆核申請日透過電郵傳遞繳費通知單
予考生。考生須携帶繳費通知單到7-11或Circle-K便利店
繳交有關費用。 13



科目 重閱答卷 積分覆核

甲類科目

非語文科目 每科 $745 每科$187

語文科目 每科 $893 每科$224

語文科目分部 每分部 $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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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成績申請費(學校考生)

於同一科目中，如覆核分部費用之總額比全科覆核
之費用高，則只會收取全科覆核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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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讀中六



重讀問題

大學對重讀生的看法

基本上，八所教資會資助院校會接受申請
人在兩次或以上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所取
得的合併成績以符合最低入學要求，惟港
大及中大部份課程會在考慮合併成績時作
分數調減，具體情況以各院校的最終公布
為準。 16



重讀問題

所需考慮

✓ 文憑試成績未符理想的原因

✓ 對重考成績提升的信心

✓ 老師及家人的意見

✓ 有沒有其他更好的升學路徑

（例如：副學士、高級文憑、職業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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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重讀生－－以往曾經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且於
本學年入讀學校中六年級並以學校考生身分重新應
考的學生

核心科目：重讀中六時須重新接受評核，並完成相
關的校本評核要求。考生以往在公開考試所取得的
校本評核成績不會被計算。

選修科目(學校開設該選修科目)：重讀中六時須重
新接受評核，並完成相關的校本評核要求。考生以
往在公開考試所取得的校本評核成績不會被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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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重讀生及
自修生的校本評核要求



一般要求：

自修生－－無須完成校本評核部分，全科成
績根據公開考試成績計算。自修生在以往公
開考試所取得的校本評核分數，不會被計算
至重考成績中。（註：視覺藝術科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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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重讀生及
自修生的校本評核要求



由於重讀中六只有約六個月的學習時間，學
生亦要完成中六級的校本評核課程，而學校
之中六重讀學位有限，故學校中六重讀學位
主要會提供予校內整體學業成績良好而於文
憑試個別科目失準而未能入讀大學之本校中
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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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收取中六重讀生條件



基本申請條件：

1. 四個核心科目其中三科達2級或以上 (大學最低
收生要求:3322)

2. 最佳六科成績（4個核心科目+2個最佳選修科目）

3. 申請學生修讀之選修科目須配合學校中六選修
科目組合（2021-22學年）

4. 學生校內成績（特別是中六畢業試成績）

5. 學生操行
21

本校收取中六重讀生條件



Class A B C D

Core Subjects 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Liberal Studies Liberal Studies Liberal Studies Liberal Studies

Elective 1 Chemistry Economics

Elective 2

(6 groups)
Biology / Chemistry / Chinese History / History / Physics / Visual Arts

Elective 3

(5 groups)

Physics / BAFS / Chinese Literature / Economics / Geography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LE Art and Music Appreciation / Physical Education / Religious Education / Assembly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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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Curriculum (2021 – 2022)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 M1 or M2)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 M1 or M2)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一站式提供快速連結往與放榜日資訊有
關的網頁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index.php

新學制網上簡報

http://334.edb.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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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放榜日資訊網上專頁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index.php
http://334.edb.hkedcity.net/


總結

吸取經驗，展望未來，
讓每位中六畢業生

也能發展潛能，綻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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