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EE 2022 HKDSE analysis for 
registered candidates   

Diagnostic repo� (school* and 
individual students) and HKDSE 
exam grading predictor (NOT 
including  Paper 4)
* Overall school pe�ormance repo� 
 applicable only to orders of 20+ students

Exam paper format aligned with 
latest HKDSE trend

Detailed answer key and 
marking scheme

Exam centres across the territory or 
Choice of mock papers delivered 
to your school

Register before
31 Oct 2022

1 Dec 2022 – 1 Jan 2023

We are holding the HKDSE Pre-Mock Exam again this year. The Pre-Mock Exam will 
simulate the environment and format of taking the HKDSE to o�er students a great 
oppo�unity to be�er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exam.

HKDSE English Language Pre-Mock Exam
Pearson X Inspired Learning English Team 

Pre-Mock paper analysis video 
with exam strategies

English Language Pre-Mock Exam 
Papers 1– 3 with marking service

Pearson’s team of HKDSE expe�s
♦ A highly regarded team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xpe�s with deep   
 insights into the HKDSE exam
♦ Authors of the yearly, well sought-after   
 HKDSE Exam Analyses Handout
♦ Publisher of the market-leading Complete  
 Exam Practice series that is suppo�ed by   
 up-to-date  HKDSE practice materials   
 closely-aligned with the range of    
 past papers 

Inspired Learning English Team
An Sir, team leader of Inspired Learning 
English Team
♦ B.Ed. in Language Education (English),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A. in Applied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e�i�cate of Merit, LPATE, EDB (HK) 
♦ Chief Marker of Pearson X Star Tutors   
 HKDSE Pre-Mock Exam 



Co-organisers

Other subjects Contact us

Up to 35% o� for group registration

Pre-Mock Exam date: 1 Dec 2022 – 1 Jan 2023
(Registration deadline: 31 Oct 2022) 

This rate table applies to English subject only. Please refer to subject-speci�c lea�ets for corresponding prices for each subject.

HKDSE Pre-Mock Exam in other subjects:

Mathematics (compulsory and extended pa�s)

W. L. LEE
♦ B.Sc. in Mathematics (Honour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Sc.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Dean's   
 Honours List),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Experienced SS Mathematics tutor and   
 speaker

Ray Woo
♦ M.Sc. in Mathematic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he �rst Chinese invited by Casio for the   
 programming fx-50FH series calculator

C. Cheung

♦ Author of 文憑試練習王 — 數學科應試攻略   
♦ Experienced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Chinese Language 

Lam Wai @Inspired Learning
♦ 5** Chinese Language tutor
♦ M.A. in Chinese Language &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B.A. (Honour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Ling Leung
♦ Renowned BAFS tutor with King’s Glory  
 Education
♦ The choice of 2022 HKDSE 5**   
 Pe�ect-Score students

Liberal Studies
Marco Sir @Inspired Learning
♦ 5** in the HKDSE Liberal Studies exam as  
 a private candidate
♦ LLB,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conomics
Edward Yau 
♦ M.E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peaker of DSE Economics exam analysis webinar

Original Price: $800

Mock papers delivered to school

< 5 students ≥ 5 students

$640 $520

Exam at designated centres

< 5 students ≥ 5 students

$640 $560

Register now



 

 

                      
 
 

 

 

1. Pre-Mock Exam Rates  

Mock papers 

delivered to school 

Exam at  

designated centres 

• Package includes: 

 - English Language Pre-Mock Exam Papers 1-3 

 - Marking service 

 - Pre-Mock paper analysis video with exam strategies 

 - Detailed answer key and marking scheme 

 - Diagnostic report (school* and individual students) and 

  HKDSE exam grading predictor (NOT including Paper 4) 

• Choice of mock papers delivered to your 
school or exam taken at one of the designated centres 

*Overall school performance report applicable to orders of 20+ students 

Original Price: $800 / student 

< 5 students 

$640 / student 

> 5 students 

$520 / student 

< 5 students 

$640 / student 

> 5 students 

$560 / student 

 

2. School Information (*please delete the inapplicable) 

School Name︰   

School Address︰  

Teacher in Char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ficer / Panel Head / other.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 

School Tel. No.︰  Mobile Phone No.︰  

Email︰    School Fax No.︰  

 

3. Pre-Mock Exam Details (please choose either A or B) 

A. On-campus Pre-Mock Exam (mock papers delivered to school) 

Preferred date (DD/MM/YY)︰____________________ (1 Dec. ‘22 to 1 Jan. ’23)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____ 

Total fee： 
 

Remarks： 

• On-campus exams are to be conducted between 1 Dec. ‘22 and 1 Jan. ‘23. You may request for a later date. However, the 
release of marked papers and diagnostic reports may have to be pushed back later than what’s been scheduled per below. 

• Deadline for registration is 31 Oct. ’22. Limited seats available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 Should there be any need to reschedule the Pre-Mock Exam after registration is confirmed, please notify Pearson by phone or 
email at least 5 working days before the scheduled date of exam. As much as Pearson would like to accommodate your 
request, rescheduling depends on availability and cannot be guaranteed. 

Before 
exam 

On or before  
25 Nov. ‘22 

• Pearson will contact the teacher in charge to confirm the candidate list and other Pre-Mock 
exam arrangements. Exam papers with audio files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and 
admission forms will be delivered to your school. Please distribute the admission forms to 
candidates before the exam.  

On exam 
day 

• On-site exam arrangements will be made by your school. Pearson will contact the teacher in charge to collect the 
exam papers within 5 working days from the date of exam. 

After 
exam 

Mid-Feb. ‘23 • Marked papers, individual diagnostic reports including HKDSE exam grading predictor+, and 
overall school performance^ of participants to be delivered to your school 

• Students can access the Answer Key, marking scheme and the paper analysis video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printed on the admission forms. 

+ Grading Predictor NOT including Paper 4 
^ Overall school performance report applicable only to orders of 20+ students 

 

 

        Pearson English Language HKDSE Pre-Mock Exam    

Registration Form  

School code： 

(Internal Use Only) 

 



 

 

B. Other Pre-Mock Exam Centres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irst choice:   Preferred date (DD/MM/YY)︰____________________ 

Choice of exam centr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cond choice: Preferred date (DD/MM/YY)︰____________________ 

Choice of exam centr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tal 

fee： 

 

  Pre-mock exam dates and exam centres： 

 

 

 

 

 

 

Date & Time Exam centres 

23 Dec. 2022 (Fri) 

9:00am – 4:30pm 

• Inspired Learning,  

Prince Edward 

30 Dec. 2022 (Fri) 

9:00am – 4:30pm 

• Inspired Learning,  

Causeway Bay 

• Inspired Learning,  
Tai Po 

 

Date & Time Exam centres 

28 Dec 2022 (Wed) 

9:00am – 4:30pm 

• King’s Glory Edu., Kowloon Bay 

• King’s Glory Edu., Mong Kok 

• King’s Glory Edu.,  
Causeway Bay 

• King’s Glory Edu., Tsuen Wan 

• King’s Glory Edu., Sha Tin 

 

Inspired Learning branches： 
(Prince Edward) 5/F, Tai Sang Bank Bldg, 784 Nathan Rd, 

Prince Edward (EDB 608904) 

(Causeway Bay) iLAB, Rm 3A, 3/F, McDonalds Bldg, No. 46 

54 Yee Wo St, Causeway Bay (EDB 617300) 

(Tai Po) Shop 15, 1/F, Jade Plaza Mall, 3 On Chee Rd, Tai Po 

(EDB 610933) 

King’s Glory Education branches： 
(Kowloon Bay) Rm D-F, 1/F, Lee Kee Bldg Block C-D, 55 Ngau Tau Kok Rd, 

Kowloon Bay (EDB 29021) 

(Mong Kok) 6/F, Chow Tai Fook Commercial Crt, 580 Nathan Rd, Mong Kok 

(EDB 527904) 

(Causeway Bay) 4/F, Lee West Commercial Bldg, 375-379 Hennessy Rd, 

Causeway Bay (EDB 526789) 

(Tsuen Wan) Rm 104, Ho Fai Garden Block 1 Mall, 218-220 Sai Lau Kok Rd,   

Tsuen Wan (EDB 567663) 

(Sha Tin) Rm 601-603, 6/F, CityLink Plaza, Sha Tin (EDB 605000) 

Remarks： 
• Deadline for registration is 31 Oct.’22. Limited seats available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 Only one exam centre to be selected for group registration. If demand exceeds seat availability in the exam centre, Pearson will 
make arrangement for an alternative site. 

• Pre-Mock Exam Time：Paper 1－9:00am-10:30am; Paper 2－11:00am-1:00pm; Paper 3－2:00pm- 4:15pm.  

Before exam On or before  
25 Nov. ‘22 

• Pearson will contact the teacher in charge to confirm the candidate list and other Pre-Mock 
exam arrangements. Admission forms will be delivered to your school ahead of the 
scheduled exam date for distribution to candidates. 

On exam 
day 

• Students should arrive the exam centres 30 minutes before the scheduled start of the exam. Details of exam 
centres are to be printed on the admission forms. 

After exam Mid-Feb ‘23 • Marked papers and individual diagnostic reports with HKDSE Exam Grading Predictor+ 
ready for pick-up at the exam centres. + Exam Grading Predictor NOT including Paper 4 

• Students can access the Answer Key, marking scheme and the paper analysis video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printed on the admission forms. 

• Overall school performance report^ of the participants to be delivered to your school  

^ Overall school performance report applicable only to orders of 20+ students 
 

4. Candidate list   5. Other remarks 

 

•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to download and 

complete the Candidate List for us to 

process the admission forms.  

• A sales representative will contact the 

teacher in charge to collect the list. 

 

 • Please fax this form to 2565 5399.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rom 
Pearson will be in touch within 5 working days upon receipt of 
registration. 

• In case the Pre-Mock Exam is to be rescheduled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beyond our control, candidates can 
access updates on the Pre-Mock Exam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on admission forms. 

• Pears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amend the relevant term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bove without prior notice. If any disputes arise, the 
decision of Pearson shall be final. 

 

For enquiries, contact us at 3181 0470. 

   

 

Date︰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Teacher-in-Charge︰ 

 

bit.ly/3BStauH 





數學科(必修及延伸部分）

培生數學科資深編輯團隊

星級導師

全方位加操備戰．精通考試竅門
• 多年來為考生提供豐富及高質素的備試資源，包括《備試特訓》、《備試加操套裝》、《文憑試預習（初中課題）》、
 《應試練習》、《 DSE 及格速成班》及《模擬試卷》，熟悉題目趨勢及考核要求

優質教材．市場首選
• 培生數學教材系列包括：《新高中數學與生活（第二版）》、NSS Mathematics in Action 
 (Second Edition)、《初中數學與生活》、Juni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in Action，
 為全港最多中學選用的數學科教材，̂實力保證
  ^包括初中及高中必修部分，資料來源﹕2009 – 2021 年全港 400 多間中學的書單。

經驗豐富．資歷深厚
• 擁有超過 15 年以上出版數學教材的經驗

考試日期：2022 年 12 月 1 日 ‒ 2023 年 1 月 1 日
（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31 日）

考試場地
彈性靈活

提供送卷到校開考服務#，
或選擇在指定場地考試

解卷影片
▪ 星級導師親自解卷
▪ 指出考生常犯錯誤，

拆解答題技巧

分析報告
▪ 分析學校整體#

 及個別考生表現
▪ 預測文憑試評級

改卷
經驗閱

卷員改卷

附答案及
評卷參考

W. L. LEE
★ 香港大學數學系榮譽畢業，香港中文大學
 數學教育理學碩士 (Dean’s List Honor) 
★ 多年公開教授數學科考試趨勢及技巧的經驗
★ 星島日報教育版前作者、數學參考書作者及 
 顧問編輯 

Ray WOO
★ 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碩士狀元
★ 首位華人獲 Casio 邀請編寫官方  
 fx-��FH 系列計算機程式集
★ 會考高考所有數學科目全 A
★ 擁有 �� 多年教學經驗

C. CHEUNG
★ 曾為星島學生報的《文憑試練習王》
 編寫「數學科應試攻略」
★ 曾到不同的中學舉辦拔尖及
 補底課程

合辦機構

#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20 人或以上。

模擬考試全方位星級配套

早鳥優惠：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細閱詳情及報名

bit.ly/3zygvvi

科目（備中／英文試卷）

每位$180數學（必修部分）卷一及卷二 每位$240

每位$190數學（延伸部分單元 一） 每位$260

每位$190數學（延伸部分單元 二） 每位$260

到校開考價 指定場地開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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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格填妥後，請傳真至 3568 5249。 

1. 模擬試報名費用 
 

試卷 到校開考價 指定場地開考價 

必修部分卷一及卷二 每位$180 每位$240 

延伸部分單元一 每位$190 每位$260 

延伸部分單元二 每位$190 每位$260 

早鳥優惠：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費用包括模擬考試、改卷服務、解卷影片、答

案及評卷參考和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

測文憑試評級)，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亦會

提供予學校。 

 可選擇由培生送卷到學校開考#，或學生自行到

指定場地進行模擬試。 

 必修或延伸部分均備有中/英文試卷。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20 人
或以上。 

 

 

2. 一般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課程發展主任/科主任/老師/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  

 

3. 模擬試詳情 (請填選以下 A 或 B 項服務) 

A. 到校模擬試 

           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必修部分

總費用：  

             

           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延伸部分 
單元一 
總費用： 

 

            

           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延伸部分 
單元二 
總費用： 
 

 

 
A 項服務總費用：  

必修部分 

學校編號： 

(供內部填寫) 

培生 x 星級導師  
香港中學文憑試模擬考試前哨戰 

數學科報名表格 

延伸部分 

單元一 

延伸部分 

單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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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到校模擬試將於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期間舉行。培生可按需要於該日期後安排模擬試，惟改卷時間需另行確認。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並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報名確認後，若學校需更改日期，請於舉行模擬試前最少
五天致電或書面通知。至於能否安排改期，則視乎情況而定。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試卷及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請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校安排學生進行考試，並派發試卷予學生。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完畢五天內收回試卷進行批改。 

試後 2 月中旬  培生將已批改的試卷、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及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
送到學校。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B. 指定場地模擬試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首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九龍灣) 

次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旺角) 

 

 

必修部分

總費用：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首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九龍灣) 

次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旺角) 

 

 

延伸部分 
單元一 
總費用：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首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九龍灣) 

次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旺角) 

 

 

延伸部分 
單元二 
總費用：  

 
B 項服務總費用： 

 

 
 

 

必修部分 

延伸部分 

單元一 

延伸部分 

單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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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PFYLUt 

  可供選擇之模擬試日期及指定場地： 

必修部分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18 日(日) 

上午 9:30 至下午 1:30 
 同學坊教育中心 太子 

2022 年 12 月 22 日(四) 

上午 9:30 至下午 1:30 
 同學坊教育中心 太子 

2022 年 12 月 23 日(五) 

上午 11:00 至下午 3:00 

 英皇教育 九龍灣 

 英皇教育 旺角 

 英皇教育 沙田 

2022 年 12 月 23 日(五) 

上午 9:30 至下午 1:30 
 同學坊教育中心 太子 

2022 年 12 月 30 日(五) 

上午 11:00 至下午 3:00 

 英皇教育 銅鑼灣 

 英皇教育 荃灣 
 

延伸部分單元一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25 日(日) 

上午 11:00 至下午 1:30 
 英皇教育 銅鑼灣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一) 

下午 12:30 至下午 3:00 

 英皇教育 九龍灣 

 英皇教育 旺角 
 

延伸部分單元二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22 日(四) 

下午 1:30 至下午 4:00 

 英皇教育 九龍灣 

 英皇教育 旺角 

2022 年 12 月 25 日(日) 

下午 2:30 至下午 5:00 
 英皇教育 銅鑼灣 
 

英皇教育各分校地址： 

九龍灣：九龍灣牛頭角道 55 號利基大廈 C-D 座 1 樓 D-F(EDB 29021) 

旺角：旺角彌敦道 580 號周大福商業中心 6 樓(EDB 527904) 

銅鑼灣：銅鑼灣軒尼詩道 375-379 號利威商業大廈 4 樓(EDB 526789) 

 

   荃灣：荃灣西樓角路 218-220 號豪輝花園商埸 1 座 104 室    

         (EDB 567663) 

   沙田：沙田連城廣場 6 樓 601-603 室(EDB 605000) 

同學坊教育中心地址： 太子上海街 698 號美觀文化薈 3 樓 (港鐵太子站 C2 出口或旺角站 A2 出口) 

備註：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所有試場的名額均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 

 每間學校只可為學生報名參加同一個試場的模擬試，如試場名額不足，培生會安排其他試場，讓學生分開進行模擬試。 

 必修部分考試時間： 

    ~ 如為上午 9:30 開考：卷一上午 9:30-上午 11:45，卷二下午 12:15-1:30。 

    ~ 如為上午 11:00 開考：卷一上午 11:00-下午 1:15，卷二下午 1:45-3:00。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請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生於開考前半小時自行到達試場，准考證上已印有相關資訊。 

試後 2 月中旬  學生自行到進行模擬試之試場領取已批改的試卷及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培生將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送到學校。 
 

 

4. 考生名單  其他注意事項 

 請掃描二維碼下載並填寫考生名單以供准考證之用。本公司
營業代表會聯絡負責老師收取考生名單並作安排。 

  報名表填妥後，請傳真至 3568 5249。學校將於五天內收到本
公司營業代表的回覆。 

 如模擬試有重要更改(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模擬試舉行)，學生
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取得最新消息。 

 培生保留隨時修訂上述產品/服務有關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
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培生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有查詢，請致電 3181 0429。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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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星級導師

資歷深厚，經驗豐富
• 擁有超過 15 年以上出版中國語文教材的經驗

要求嚴謹，質素保證
• 製作多套高質素的中文教材，包括針對 DSE 考試的《中國語文應試系列》，以及獲多間
 學校選用的《新高中綜合中國語文》、《高中互動中國語文》、《初中互動中國語文》等

洞悉 DSE 走勢，助學生爭分奪星
• 詳盡分析過去 10 年 DSE 中國語文科題目，對考試題型及出題趨勢瞭如指掌

考試日期：2022 年 12 月 1 日 ‒ 2023 年 1 月 1 日
（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31 日）

考試場地
彈性靈活

提供送卷到校開考服務#，
或選擇在指定場地考試

解卷影片
▪ 星級導師親自解卷
▪ 指出考生常犯錯誤，

拆解答題技巧

分析報告
▪ 分析學校整體#

 及個別考生表現
▪ 預測文憑試評級

改卷
經驗閱

卷員改卷

附答案及
評卷參考

合辦機構

#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20 人或以上。

模擬考試全方位星級配套

早鳥優惠：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細閱詳情及報名

bit.ly/3OCe5A2

科目

每位$550
中國語文

（卷一、卷二及卷三） 每位$650

到校開考價 指定場地開考價

林威先生 @Inspired Learning

準確捕捉考試趨勢
★ 擔任大型模擬考試擬卷員及閱卷員
★ ���� 年門生在 DSE中國語文科考獲 �** 
 的比例，高於全港考生 � 倍

成績彪炳．中文尖子
★ 中國語文及文學碩士、中文榮譽文學士
★ 資深中文科補習老師
★ 高考及會考中文科均考取 A 級成績

培生資深中文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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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格填妥後，請傳真至 3568 5249。 

1. 模擬試報名費用 

 到校開考價：            每位$550 

 指定場地開考價：        每位$650 

 早鳥優惠：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費用包括卷一至卷三之模擬考試、改卷服務、解卷影片、

答案及評卷參考和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

級)，學校報告# (整體考生表現)亦會提供予學校。 

 可選擇由培生送卷到學校開考#，或學生自行到指定場地進

行模擬試。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20 人或以上。 

 

2. 一般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課程發展主任/科主任/老師/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  

 

3. 模擬試詳情 (請填選以下 A 或 B 項服務) 

A. 到校模擬試 

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人數︰          人  

總費用： 

 

備註： 
 到校模擬試將於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期間舉行。培生可按需要於該日期後安排模擬試，惟改卷時間需另行確認。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並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報名確認後，若學校需更改日期，請於舉行模擬試前最少
五天致電或書面通知。至於能否安排改期，則視乎情況而定。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試卷及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並提供試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之錄音聲檔，請
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校安排學生進行考試，並派發試卷予學生。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完畢五天內收回試卷進行批改。 

試後 2 月中旬  培生將已批改的試卷、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及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
送到學校。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學校編號： 

(供內部填寫) 

培生×星級導師 
香港中學文憑試模擬考試前哨戰 

中國語文科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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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BslNtL 

B. 指定場地模擬試 

  參加人數︰          人 

首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銅鑼灣) 

次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Inspired Learning 大埔) 

  

總費用：  

             可供選擇之模擬試日期及指定場地：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29 日(四) 

上午 9:00 至下午 3:15 

 英皇教育 九龍灣 

 英皇教育 旺角 

 英皇教育 沙田 

 英皇教育 銅鑼灣 

 英皇教育 荃灣 

 Inspired Learning 太子 

 Inspired Learning 大埔 

 

 

英皇教育各分校地址： 

九龍灣：九龍灣牛頭角道 55 號利基大廈 C-D 座 1 樓 D-F(EDB 29021) 

旺角：旺角彌敦道 580 號周大福商業中心 6 樓(EDB 527904) 

銅鑼灣：銅鑼灣軒尼詩道 375-379 號利威商業大廈 4 樓(EDB 526789) 

荃灣：荃灣西樓角路 218-220 號豪輝花園商埸 1 座 104 室(EDB 567663) 

沙田：沙田連城廣場 6 樓 601-603 室(EDB 605000) 

Inspired Learning 各分校地址： 

太子：太子彌敦道 784 號大生銀行大廈 5 樓全層(EDB 608904) 

大埔：大埔安慈路 3 號翠屏花園商場 1 樓外圍 15 號舖       
      (EDB 610933) 

備註：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所有試場的名額均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 

 每間學校只可為學生報名參加同一個試場的模擬試，如試場名額不足，培生會安排其他試場，讓學生分開進行模擬試。 

 考試時間：卷一上午 9:00-10:30，卷二上午 11:00-下午 12:30，卷三下午 1:30-3:15。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請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生於開考前半小時自行到達試場，准考證上已印有相關資訊。 

試後 2 月中旬  學生自行到進行模擬試之試場領取已批改的試卷及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培生將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送到學校。 
 

 

4. 考生名單  其他注意事項 

 請掃描二維碼下
載並填寫考生名
單以供准考證之
用。本公司營業代
表會聯絡負責老
師收取考生名單
並作安排。 

 

 報名表填妥後，傳真至 3568 5249。學校將於五天內收到本公司營業代表的回覆。 
 如模擬試有重要更改(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模擬試舉行)，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

維碼取得最新消息。 
 培生保留隨時修訂上述產品/服務有關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培

生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有查詢，請致電 3181 0429。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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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

星級導師

優質教材，市場首選
• 推出多本高質素的備試資源，包括《新高中經濟學探索模擬試卷》
 及《新高中經濟學探索應試練習》，連續 13 年全港最多學校採用^

 ^資料來源﹕2009 – 2021 年全港 400 多間中學的書單。

資歷深厚，經驗豐富
• 擁有超過 15 年以上出版經濟科教材的經驗

考試日期：2022 年 12 月 1 日 ‒ 2023 年 1 月 1 日
（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31 日）

合辦機構

#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10 人或以上。

模擬考試全方位星級配套

早鳥優惠：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科目

每位$300
經濟（卷一及卷二）

（備中／英文試卷） 每位$350

到校開考價 指定場地開考價

Edward YAU
成績彪炳，見解獨到
★ 香港大學教育碩士
★ 高考經濟科考獲 A1
★ 18 年中學教學經驗
★ 曾為大型出版社分析經濟科 DSE 試卷

培生經濟科資深編輯團隊

考試場地
彈性靈活

提供送卷到校開考服務#，
或選擇在指定場地考試

解卷影片
▪ 星級導師親自解卷
▪ 指出考生常犯錯誤，

拆解答題技巧

分析報告
▪ 分析學校整體#

 及個別考生表現
▪ 預測文憑試評級

改卷
經驗閱

卷員改卷

附答案及
評卷參考

細閱詳情及報名

bit.ly/3Bl53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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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格填妥後，請傳真至 3568 5249。 

1. 模擬試報名費用 

 到校開考價：            每位$300 

 指定場地開考價：        每位$350 

 早鳥優惠：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費用包括卷一及卷二之模擬考試、改卷服務、解卷影片、

答案及評卷參考和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

級)，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亦會提供予學校。 

 備有中/英文試卷。 

 可選擇由培生送卷到學校開考#，或學生自行到指定場地進

行模擬試。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10 人或以上。 

 

2. 一般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課程發展主任/科主任/老師/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  

 

3. 模擬試詳情 (請填選以下 A 或 B 項服務) 

A. 到校模擬試 

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總費用： 

 

備註： 
 到校模擬試將於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期間舉行。培生可按需要於該日期後安排模擬試，惟改卷時間需另行確認。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並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報名確認後，若學校需更改日期，請於舉行模擬試前最少
五天致電或書面通知。至於能否安排改期，則視乎情況而定。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試卷及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請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校安排學生進行考試，並派發試卷予學生。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完畢五天內收回試卷進行批改。 

試後 2 月中旬  培生將已批改的試卷、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及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
送到學校。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學校編號： 

(供內部填寫) 

培生×星級導師 
香港中學文憑試模擬考試前哨戰 

經濟科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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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PGQYWp

 

B. 指定場地模擬試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首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九龍灣) 

次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旺角) 

  

總費用：  

   

 可供選擇之模擬試日期及分校地點：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22 日(四) 

上午 11:30 至下午 3:30 

 英皇教育 九龍灣 

 英皇教育 旺角 

 英皇教育 沙田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24 日(六) 

上午 9:30 至下午 1:30 

 同學坊教育中心 太子 

 
 

英皇教育各分校地址： 

九龍灣：九龍灣牛頭角道 55 號利基大廈 C-D 座 1 樓 D-F(EDB 29021) 

旺角：旺角彌敦道 580 號周大福商業中心 6 樓(EDB 527904) 

沙田：沙田連城廣場 6 樓 601-603 室(EDB 605000) 

同學坊教育中心地址： 

太子上海街 698 號美觀文化薈 3 樓  

 (港鐵太子站 C2 出口或旺角站 A2 出口) 

備註：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所有試場的名額均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 

 每間學校只可為學生報名參加同一個試場的模擬試，如試場名額不足，培生會安排其他試場，讓學生分開進行模擬試。 

 考試時間  ~ 如為上午 9:30 開考：卷一上午 9:30-上午 10:30，卷二上午 11:00-下午 1:30。 

            ~ 如為上午 11:30 開考：卷一上午 11:30-下午 12:30，卷二下午 1:00-下午 3:30。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請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生於開考前半小時自行到達試場，准考證上已印有相關資訊。 

試後 2 月中旬  學生自行到進行模擬試之試場領取已批改的試卷及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培生將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送到學校。 

 

 

4. 考生名單 其他注意事項 

 請掃描二維碼下載並
填寫考生名單以供准
考證之用。本公司營
業代表會聯絡負責老
師收取考生名單並作
安排。 

 

 

 報名表填妥後，傳真至 3568 5249。學校將於五天內收到本公司營業代表的回覆。 
 如模擬試有重要更改(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模擬試舉行)，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

上之二維碼取得最新消息。 
 培生保留隨時修訂上述產品/服務有關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

議，培生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有查詢，請致電 3181 0429。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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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星級導師

考試日期：2022 年 12 月 1 日 ‒ 2023 年 1 月 1 日
（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31 日）

考試場地
彈性靈活

提供送卷到校開考服務#，
或選擇在指定場地考試

解卷影片
▪ 星級導師親自解卷
▪ 指出考生常犯錯誤，

拆解答題技巧

分析報告
▪ 分析學校整體#

 及個別考生表現
▪ 預測文憑試評級

改卷
經驗閱

卷員改卷

附答案及
評卷參考

合辦機構

#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10 人或以上。

模擬考試全方位星級配套

早鳥優惠：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細閱詳情及報名

bit.ly/3BiKSqG

科目

每位$30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卷一及卷二甲（會計單元）

（備中／英文試卷）
每位$350

到校開考價 指定場地開考價

Ling LEUNG
專業學歷，口碑載道
★ 英皇教育 BAFS 補習導師
★ 2022 DSE 7 科 5** 狀元之選 
★ DSE BAFS 參考書 Financial Accounting All Round Intensive 1 作者
★ 曾接受明報、香港電台、SCMP Young Post 等訪問分享 BAFS 考試策略

優質教材，市場首選
• 培生精心編製的《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NSS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自推出以來
 廣受學校歡迎，並連續 13 年 為全港最多學校採用^

 ^資料來源﹕2009 – 2021 年全港 400 多間中學的書單。

資歷深厚，經驗豐富
• 擁有超過 15 年以上出版企會財教材的經驗

培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資深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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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格填妥後，請傳真至 3568 5249。 

1. 模擬試報名費用 

 到校開考價：          每位$300 

 指定場地開考價：      每位$350 

早鳥優惠： 
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費用包括卷一及卷二甲(會計單元)之模擬考試、改卷服務、解卷影片、

答案及評卷參考和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學校

報告#(整體考生表現)亦會提供予學校。 

 備有中/英文試卷。 

 可選擇由培生送卷到學校開考#，或學生自行到指定場地進行模擬試。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10 人或以上。 

 

2. 一般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課程發展主任/科主任/老師/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  

 

3. 模擬試詳情 (請填選以下 A 或 B 項服務) 

A. 到校模擬試 

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總費用： 

 

備註： 
 到校模擬試將於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期間舉行。培生可按需要於該日期後安排模擬試，惟改卷時間需另行確認。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並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報名確認後，若學校需更改日期，請於舉行模擬試前最少
五天致電或書面通知。至於能否安排改期，則視乎情況而定。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試卷及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請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校安排學生進行考試，並派發試卷予學生。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完畢五天內收回試卷進行批改。 

試後 2 月中旬  培生將已批改的試卷、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及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
送到學校。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學校編號： 

(供內部填寫) 

培生×星級導師 
香港中學文憑試模擬考試前哨戰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會計單元)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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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vlACdL 

B. 指定場地模擬試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首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銅鑼灣) 

次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旺角) 

  

總費用：  

 

  

  可供選擇之模擬試日期及分校地點：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23 日(五) 

下午 12:00 至下午 4:00 
 英皇教育 銅鑼灣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24 日(六) 

上午 9:30 至下午 1:30 

 同學坊教育中心 太子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一) 

下午 12:00 至下午 4:00 
 英皇教育 九龍灣 

 英皇教育 旺角 
 

英皇教育各分校地址： 

九龍灣：九龍灣牛頭角道 55 號利基大廈 C-D 座 1 樓 D-F(EDB 29021) 

旺角：旺角彌敦道 580 號周大福商業中心 6 樓(EDB 527904) 

銅鑼灣：銅鑼灣軒尼詩道 375-379 號利威商業大廈 4 樓(EDB 526789) 

   同學坊教育中心地址： 

 太子上海街 698 號美觀文化薈 3 樓  

  (港鐵太子站 C2 出口或旺角站 A2 出口) 

備註：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所有試場的名額均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 

 每間學校只可為學生報名參加同一個試場的模擬試，如試場名額不足，培生會安排其他試場，讓學生分開進行模擬試。 

 考試時間 ~ 如為上午 9:30 開考：卷一上午 9:30-10:45，卷二上午 11:15-下午 1:30。 

           ~ 如為下午 12:00 開考：卷一下午 12:00-1:15，卷二下午 1:45-下午 4:00。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請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生於開考前半小時自行到達試場，准考證上已印有相關資訊。 

試後 2 月中旬  學生自行到進行模擬試之試場領取已批改的試卷及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培生將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送到學校。 
 
 
 

4. 考生名單 其他注意事項 

 請掃描二維碼下載
並填寫考生名單以
供准考證之用。本
公司營業代表會聯
絡負責老師收取考
生名單並作安排。 

  報名表填妥後，傳真至 3568 5249。學校將於五天內收到本公司營業代表的回覆。 
 如模擬試有重要更改(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模擬試舉行)，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

二維碼取得最新消息。 
 培生保留隨時修訂上述產品/服務有關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

培生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有查詢，請致電 3181 0429。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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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場 



通識科

星級導師

考試日期：2022 年 12 月 1 日 ‒ 2023 年 1 月 1 日
（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31 日）

合辦機構

#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20 人或以上。

模擬考試全方位星級配套

早鳥優惠：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科目

每位$380
通識（卷一及卷二）

（備中／英文試卷） 每位$430

到校開考價 指定場地開考價

Marco Sir @Inspired Learning

學術驕人．實力肯定
★ 2020 年文憑試通識科超過 45% 門生
 奪取 5 級或以上佳績
★ 擔任大型模擬考試擬卷員及閱卷員
★《通識粹星》及《通識百寶袋》作者

狀元實力．尖子學歷
★ 應考 DSE 通識科獲 5**
★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法律系

考試場地
彈性靈活

提供送卷到校開考服務#，
或選擇在指定場地考試

解卷影片
▪ 星級導師親自解卷
▪ 指出考生常犯錯誤，

拆解答題技巧

分析報告
▪ 分析學校整體#

 及個別考生表現
▪ 預測文憑試評級

改卷
經驗閱

卷員改卷

附答案及
評卷參考

細閱詳情及報名

bit.ly/3BjOL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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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格填妥後，請傳真至 3568 5249。 

1. 模擬試報名費用 

 到校開考價：            每位$380 

 指定場地開考價：        每位$430 

 早鳥優惠：9 月 30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 9 折優惠 

 費用包括卷一及卷二之模擬考試、改卷服務、解卷影片、

答案及評卷參考和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

級)，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亦會提供予學校。 

 備有中/英文試卷。 

 可選擇由培生送卷到學校開考#，或學生自行到指定場地進

行模擬試。 

#送卷到校服務及學校整體報告只適用於報名人數達 20 人或以上。 

 

2. 一般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課程發展主任/科主任/老師/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  

 

3. 模擬試詳情 (請填選以下 A 或 B 項服務) 

A. 到校模擬試 

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總費用： 

 

備註： 
 到校模擬試將於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期間舉行。培生可按需要於該日期後安排模擬試，惟改卷時間需另行確認。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並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報名確認後，若學校需更改日期，請於舉行模擬試前最少
五天致電或書面通知。至於能否安排改期，則視乎情況而定。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試卷及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請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校安排學生進行考試，並派發試卷予學生。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完畢五天內收回試卷進行批改。 

試後 2 月中旬   培生將已批改的試卷、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及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
送到學校。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學校編號： 

(供內部填寫) 

培生×星級導師 
香港中學文憑試模擬考試前哨戰 

通識教育科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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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Q59SpP 

 

B. 指定場地模擬試 

中文版參加人數︰          人  英文版參加人數︰          人 

首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英皇教育 銅鑼灣) 

次選 日期︰          年        月        日 

分校地點︰                                 (例子：Inspired Learning 大埔) 

  

總費用：  

 可供選擇之模擬試日期及分校地點：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23 日(五) 

下午 12:00 至下午 4:00 

 英皇教育 九龍灣 

 英皇教育 旺角 

 英皇教育 沙田 

 Inspired Learning 銅鑼灣 

2022 年 12 月 28 日(三) 

上午 9:00 至下午 12:45 
 Inspired Learning 太子 

2022 年 12 月 28 日(三) 

下午 12:00 至下午 4:00 

 Inspired Learning 銅鑼灣 

 Inspired Learning 大埔 
 

日期及時間 試場 

2022 年 12 月 30 日(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12:45 
 Inspired Learning 太子 

2022 年 12 月 30 日(五) 

下午 12:00 至下午 4:00 

 英皇教育 銅鑼灣 

 英皇教育 荃灣 
 

英皇教育各分校地址： 

九龍灣：九龍灣牛頭角道 55 號利基大廈 C-D 座 1 樓 D-F(EDB 29021) 

旺角：旺角彌敦道 580 號周大福商業中心 6 樓(EDB 527904) 

銅鑼灣：銅鑼灣軒尼詩道 375-379 號利威商業大廈 4 樓(EDB 526789) 

荃灣：荃灣西樓角路 218-220 號豪輝花園商埸 1 座 104 室(EDB 567663) 

沙田：沙田連城廣場 6 樓 601-603 室(EDB 605000) 

Inspired Learning 各分校地址： 

太子：太子彌敦道 784 號大生銀行大廈 5 樓全層(EDB 608904) 

銅鑼灣：銅鑼灣怡和街 46-54 號麥當勞大廈 

  3 樓 3A 室 iLAB(EDB 617300) 

大埔：大埔安慈路 3 號翠屏花園商場 1 樓外圍 15 號舖       

      (EDB 610933) 

備註：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1 日。所有試場的名額均以先到先得為原則，額滿即止。 

 每間學校只可為學生報名參加同一個試場的模擬試，如試場名額不足，培生會安排其他試場，讓學生分開進行模擬試。 

 考試時間：如為上午 9:00 開考：卷一上午 9:00-11:00，卷二上午 11:30-下午 12:45。 
            如為下午 12:00 開考：卷一下午 12:00-2:00，卷二下午 2:30-下午 3:45。 

試前 11 月 25 日  

或之前 

 培生會聯絡負責老師，跟進考生名單、模擬試安排等。 

 本公司會將學生准考證送到學校，請負責老師於模擬試前派發准考證給學生。 

模擬試當日  學生於開考前半小時自行到達試場，准考證上已印有相關資訊。 

試後 2 月中旬  學生自行到進行模擬試之試場領取已批改的試卷及分析報告(個人考試表現及預測文憑試評級)。 

 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上之二維碼觀看解卷影片、下載答案及評卷參考。 

 培生將學校報告(整體考生表現)送到學校。 
 

 

4. 考生名單  其他注意事項 

 請掃描二維碼下載並填
寫考生名單以供准考證
之用。本公司營業代表
會聯絡負責老師收取考
生名單並作安排。 

   報名表填妥後，傳真至 3568 5249。學校將於五天內收到本公司營業代表的回覆。 
 如模擬試有重要更改(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模擬試舉行)，學生可掃描印於准考證

上之二維碼取得最新消息。 
 培生保留隨時修訂上述產品/服務有關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

議，培生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有查詢，請致電 3181 0429。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簽署︰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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