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
考試 2014

你需要知道甚麼
蘇格蘭資格評審局 (SQA)

你的考試
一般事項
 預早抵達—約開考前10分鐘
 攜帶正確的用具 — 黑色或藍色墨水筆、HB鉛筆等
 檢查你已獲派正確的試卷
 在試卷或答案簿封面填寫你的所有資料
 仔細閱讀及聆聽監考員的任何通知或額外指示
 謹記在完成答案終稿後將所有草稿劃去
 在交上去的每份作業/每張作答紙上填寫你的姓名和蘇格蘭考生號碼 (SCN)

感到不適時要通知監考員
 留在試場內直至考試完畢為止 — 你只能在監考員批准後才能離開試場

行為





勿抄襲他人，或與任何人分享作業
勿使用令人反感或輕佻的文字來作答
勿在試場內有搗亂行為或引起騷亂
勿與他人共用用具

你不得持有下列物品：
手機
 數碼電子裝置，例如MP3播放機
 書籍、筆記、素描或紙張
 筆盒/計算機盒
 計算機 — 除非是在指定科目中
 字典 — 除非是在指定科目中

所有經批准的電子設備必須符合蘇格蘭資格評審局的規定，不可獲取不獲許
可的數據。

你好！我是森，是來幫助你的。考試季節又快
將來臨。本小冊子告訴你你可預期發生甚麼
事、你應怎樣做，以及成績和證書將如何寄送
給你。
如果你曾參加過蘇格蘭資格評審局舉辦的考試，你會知道可以期望甚麼，但如果這是你頭
一趟參加我們的考試，無須擔心，請保持鎮定，盡力而為即可。考試的目的是要協助我們
了解你在正修讀的課程中的進度如何，以及你應用所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的純熟程度。
就每一項考試，盡量作好準備。如果你在考試前和考試期間盡力而為，沒有人能對你有更
苛刻的要求的了。

祝你好運！

為你的考試作好準備
時間表
2014年官方考試時間表已於去年發送給各學校和學院。本小冊子的最後部分載有一份考試
時間表的摘要。
如果你想查看時間表詳情，請瀏覽蘇格蘭資格評審局網站的我是......學校的學生 (I am a ...
School Learner) 部分：www.sqa.org.uk/timetable。
你可以從該網站列印一份有關你所應考科目的個人考試時間表。
請留意：但由於各院校可以略為修改考試的開考時間，所以務請再與你的老師或講師核對
考試時間。請確保自己知道要參加哪些考試、考試在哪裡舉行，以及開考時間。你應該作
好準備在開考前至少10分鐘進入試場。

用具
你須確保自己知道需要攜帶哪些用具前來應考 (原子筆、鉛筆、計算機等)。你的老師或講
師將能夠向你作出建議。你不得在應考時與人共用或使用其他考生的用具。
本冊子背面印備了一個表格，供你記錄有關你的考試資料和需要攜帶進入試場的東西的資
料之用。如果你應考包括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的考試 (「指標測驗」(Objective Test) —
這些通常為理科考試及數學科)，你便需要使用HB 鉛筆填寫答案。(你必須使用HB 鉛筆，
以便我們掃瞄你的試卷。)你也需要備有擦膠，以便更改答案。

藝術和設計 (Art and Design) 實習考試
你的藝術科老師將會告訴你這些實習考試將何時在貴院校舉行。

你的蘇格蘭考生號碼
你的蘇格蘭考生號碼 (SCN) 是你的個人終生SQA身份號碼。這是用來記錄你每份試卷所獲
得的成績，以及記錄你最終的總成績。我們的電腦系統使用你的蘇格蘭考生號碼來記錄你
的成績，以及追蹤你以往考取的資格，以不斷更新你的證書和確保其完整性。
你必須在自己的考試答案簿上清晰及正確地填寫你的SCN號碼，所以你必須知道這個號
碼，這是十分重要的。在貴院校內負責蘇格蘭資格評審局考試的老師或講師可以將這個號
碼告訴你。
請使用蘇格蘭考生號碼 (SCN) 卡記錄你的蘇格蘭考生號碼。你可以將這張卡帶入試場內，
但不可在上面書寫任何內容。請確保你已知道自己的蘇格蘭考生號碼，並正確使用它 (你
也可以使用蘇格蘭考生號碼卡來提醒自己)。

你的姓名和地址資料
為確保你在放榜日當天收到證書，請確保貴院校已記錄你的正確個人資料—正確姓名、地
址和蘇格蘭考生號碼 (SCN)。如你擁有MySQA帳戶，你可以在這裏核對你的個人資料：
www.mysqa.org.uk。請確保所顯示的姓名是你希望蘇格蘭資格證書 (SQC) 上將會列出的姓
名，以及所顯示的地址是你希望成績將會被寄往的地址。
在收到證書前如更改你的任何個人資料，你應立即通知貴院校。這樣做將讓我們在打印你
的證書前更新你在系統上的資料。

資料保護
一般而言，你的院校是跟你討論你的個人資料的最佳對象。這包括你的聯絡詳情、你正欲
考取的資格或已取得的成績。
《1998年資料保據法》(Data Protection Act 1998) 旨在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該法例對蘇格蘭
資格評審局如何使用你的資料加以規定。我們跟你討論任何個人資料前，將會請你確實你
的身份。此外，在與他人 (如果你已滿12歲，包括父母或監護人) 討論你的個人資料前，
我們需要取得你的同意。我們網站內的「取用資料」(Access to Information)部分已更詳細
列出有關資料保護責任的詳情：www.sqa.org.uk/accesstoinformation。

作業 (搜集資料、項目、作業組合等)
有些科目要求考生參加口試或實習測驗，或提交作業。你的老師/講師應向你提出建議。
你就評核而提交的作業必須是你親自完成的。2013年8月，貴院校應已將一份名為《你的
作業》(Your Coursework)的單張派發給你，當中解釋了你必需怎樣做。在遞交任何作業前，
你須先閱讀和了解該單張的內容；如有要求的話，你也須在封面頁 (插頁) 簽名，以辨別
這是你自己的作業。
如對應怎樣做有任何不肯定之處或有不明白的地方，你應向你的老師或講師提問，這是很
重要的。

如何從蘇格蘭資格評審局取回你的作業
我們明白，作為評核的一部分，貴院校送交給我們的材料可能是你珍而重之的東西。你所
製作的錄音/影帶、美術品及文字作品都可能不容易重製，因此你可能想取回原來作品。因
此，我們提供回件服務。你可以向我們提出要求，將材料寄回給你。
你最遲應於2014年9月26日提出回件要求。任何在此日期後才收到的要求將要收取逾期附
加收費。如果我們沒有收到你的要求，我們將會以安全的方式棄置你的作業。
根據《資料保護法案》(Data Protection Act)，你的考試答案簿是不需退還給你的，我們不會
考慮任何退還答案簿的要求。
欲知我們可以將哪些材料寄回給你、收費多少，以及你應如何提出這些要求，請瀏覽：
www.sqa.org.uk/returnofmaterials。

進行考試的時候
監考員
負責監察蘇格蘭資格評審局考試的情況的人員稱為「監考員」(Invigilators)。他們的工作是
留守試場內，確保考試根據規則進行，以及規則是以公正方式實施的。你必須依照監考員
的指示行事。
如果你感到不適或難受，監考員也將為你提供協助。

桌子
在大部分學校/學院內，你將會在每一考試獲分配一個桌子或座位號碼。你的老師或講師應
將這個號碼告訴你。請確保在開考前已知道自己的桌子/座位號碼。
如果你應考的考試有分開的指標測驗答案簿，你必須坐在獲分配的座位內，這點尤其重要。
這是因為在這些考試中，你將獲派發一份個人化的答案簿，上面已印有你的姓名、蘇格蘭
考生號碼，以及貴院校的資料。在開考前，監考員將請你核對所有資料是否正確，以及問
題簿及指標測驗的答案簿是供要應考的科目及級別所使用的。如出現任何出乎你意料之外
的情況，請告訴監考員。

如果你遲到
如果你應考時遲到，你必須向你的中心負責蘇格蘭資格評審局考試的老師或講師報到，讓
其決定你是否獲准應試。

在試場內
你不得帶進試場的東西：
 手機
 電子裝置，包括但不限於音樂/數碼裝置、MP3播放機及ipod
 計算機—除非是在指定科目中
 字典—除非是在指定科目中
 盒子—計算機或鉛筆等
 書籍、筆記、素描、任何紙張或未經許可的東西
對於應試時需要使用的某些具體或已獲授權可使用的東西，你必須確保都全部符合蘇格蘭
資格評審局的規定 (你的老師或講師可以就此向你提出建議)。如果這些是電子用品，你必
須確保不能取用考試時不准使用的被禁資料或任何附加功能。
如果你打算在現代語文考試的閱讀及作文考試中使用自己的字典，這些字典必須在應試前
已接受檢查。你的老師或講師將能夠就此向你作出建議。

試卷
除非貴院校要求另一顏色（作為評核安排的一部份），你的試卷將使用白紙打印。
請核對你所獲派發的試卷是正確的。如果這不是你所預期取得的試卷，請告訴監考員。
請閱讀每份試卷前面的指示，並確保已仔細依照指示行事。
你應整齊清晰地填妥試卷或試題簿前面有關你的資料的部分。
如需使用額外紙張，請向監考員提出要求。請記得在監考員收卷之前在額外紙張上填妥自
己的姓名、蘇格蘭考生號碼和院校名稱，並把所有額外的紙張放進你的答案簿內。

試卷內的空白頁
試卷內沒有印有問題或指示的頁面會在正中部分以粗字體印有「空白頁」(BLANK PAGE) 的
字樣。沒有頁面會是完全空白的。
確保完成整份試卷，直至看見問題到此完畢 (END OF QUESTION PAPER) 的字樣。該條聲明
之後沒有其他你需要閱讀/回答的問題。如果你發現有頁面是完全空白的，請通知監考員。
之後的任何聲明與版權立法有關，相關法律要求蘇格蘭資格評審局說明試卷中使用的任何
文字摘錄或圖表的來源。你不需要閱讀這些內容。
在一些科目中，試卷最後部份可能提供額外頁面或繪圖紙供你使用。

書寫你的答案
請使用黑色或深藍色墨水筆 (請勿使用啫喱筆 (gel pens))，清晰、整齊地書寫你的答案。你
只可在指示要求時使用鉛筆。改卷員會盡力閱讀你的答案 ─ 當字體無法辨認時亦有既定
程序處理。但是，如果你的字體無法辨認或過於潦草不整齊，使改卷員無法閱讀，你可能
會被扣分。在一些科目中，你可能會因為串錯字和用錯標點符號而被扣分。如果你對此事
有任何憂慮之處，你應向老師或講師提出。
作答時你不得使用用以書寫手機短訊的語法、文字，或任何無禮、辱罵性、令人反感、歧
視性或輕佻的文字或圖像。
在沒有間線的紙張作答時，請嘗試在行與行之間留空約一厘米的空間。

數據冊
當考試中須利用數據冊或圖表時，你會獲派這些冊子。一些考試將提供額外的數據簿，夾
在試卷簿的上面。你不得塗寫或將這些冊子帶離試場。

草稿
所有草稿必須寫在提供給你的答案簿內。
如果你曾多次回答同一條問題，答完問題時，請將你之前嘗試答題時留下的不想用來作答
的部分和草稿劃掉。

離開試場
如果你已盡量回答了所有問題，監考員可能可以讓你在開考後半個小時後 (如果考試作答
時間超過一小時) 或20分鐘後 (如果考試作答時間只有一個小時或更短的時間) 離開。請切
記，需要監考員的許可，方可提前離開試場。

在離開前，你必須將答案簿及試卷交給監考員 — 不論當中包含甚麼內容 — 否則，你可
能會喪失該張試卷的所有分數。

缺席
如果你因病或其他情有可原的理由而無法應試，或參加考試的一部分，你應從速將此事向
貴院校報告。如果你應考時感到不適，應立即通知監考員。

你的行為
不當行為
考試時，所有構成滋擾的不當行為都會呈報給蘇格蘭資格評審局，以便進行調查。你可能
因而獲發警告、被扣分、所報考的有關科目的考試資格被取消；如情況極為嚴重的話，你
也有可能被取消所有報考科目的考試資格。

行為不當的例子如下：
 在試場內持有未經許可的材料 (包括筆記、手機及電子裝置，包括但不限於數碼音響用
具、MP3播放器及ipod)
-

在不可使用計算機的考試時使用計算機

-

使用具備不獲許可的功能的計算機，例如有計算機代數系統(CAS)、儲存數據或文字
的功能的計算機

 在評核中假冒別人/由別人試圖代你應考
 試場內有搗亂行為
在考試答案簿或作業中使用令人反感或輕佻的用語，例如粗俗語、粗口、有歧視成份的
用語 (包括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歧視同性戀人士的內容)
 抄另一考生的答案
 串謀 — 就個別項目與其他考生串謀作答
 抄襲 — 沒有妥當地列明來源出處，及/或以自己的名義提交別人的作業

考試材料的擁有權和版權
當你向蘇格蘭資格評審局提交考試材料、或准許你的院校代表你提交材料時，你即同意其
實體歸蘇格蘭資格評審局所有。
考試材料為：提交予蘇格蘭資格評審局以供評核的答案簿及/或作業，及/或其他佐證材料。
當你提交考試材料，即代表你同意蘇格蘭資格評審局獲准使用這些材料作教學及範本材料
之類的用途。蘇格蘭資格評審局不會透露你的姓名或蘇格蘭考生號碼，或者任何其他可以
辨別你的身份的細節。

你的考試評分
自你在考試結束時將完成的考卷交給監考員開始，這份考卷便開始一段直至8月才結束的
旅程 — 而這份考卷只是構成最終成績的一部份。每場考試後，你的試卷將在評分過程的
各個階段受到追踪。
評分由全國大約7,500名老師及講師進行，評分老師經蘇格蘭資格評審局根據教學經驗和科
目專識精挑細選而出。所有改卷員經過培訓，為評定你的答案作好準備，因此所有改卷員
均以公平一致的方式為所有科目、所有考生評分。
在評分過程中，我們進行檢查，確保所有改卷員在為你的試卷評分時遵循國家標準。對於
每門科目，我們決定達到A、B、C或D級所需的分數。
每門科目的評分過程結束後，我們方可最終結合你的所有分數，計算你的最終成績。根據
不同科目，這可能包括考試開始前貴院校提交給我們的作業分數，以及由蘇格蘭資格評審
局直接評核的課程任何部分的成績（包括我們前往貴院校時評核的表現考試或口試）。上
述所有分數均對你的整體等級有影響。
你的證書之後將被打印出來和郵寄給你，因此你可以和你的同學及其他考生（共計150,000
名！）在8月5日 (星期二) 同時收到證書。

你的成績
你的蘇格蘭資格證書 (SQC) 將以一等郵遞寄出，你會在8月5日 (星期二) 收到證書。
如果你更改了固定住址，請立即通知貴院校。這可確保你的蘇格蘭資格證書能直接寄到府
上，也可避免出現混亂或延誤。
如你將要升上大學或學院，我們將把你的成績以電子形式送交大學及學院入學服務處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UCAS) 。
如果你在新學期返回原校，我們會將成績送交貴校，以便老師有充足的時間為來年的時間
表作好準備，以及給你有關職業和課程方面的指導。
如果你的蘇格蘭資格證書 (SQC) 沒有在8月5日

(星期二) 寄抵，請立即聯絡貴院校。貴
院校將可告訴你你的成績，並與我們聯繫，以了解你的蘇格蘭資格證書寄到哪裡去。

正面成績認可
如果你報考國家等級5課程 (National 5) 並獲評為「沒有資格」，那麼在正面成績認可
(Recognising Positive Achievement) 安排下，你可能被評為獲得國家等級4課程資格
(National 4)。如果你符合單元要求，國家等級4課程資格將顯示於你的證書上。有關甚麼
將顯示於你的證書上的疑問，請向貴院校查詢。

在放榜時為你提供協助
如果你不明白證書的內容，或認為可能出現了錯漏，請立即與貴院校聯絡，尋求協助。如
果有問題，貴院校將會聯絡我們，以解決問題。
我們也將在8月5日 (星期二) 至8日 (星期五) 期間提供電話服務 — 蘇格蘭資格評審局考
生諮詢熱線。你可以就證書上的內容或格式致電這個電話號碼查詢。隨你的證書一同寄送
的信函中會載列諮詢熱線號碼。
如年內任何時間需要詢問一般事項，你可致電0345 279 1000向顧客聯繫中心（Customer
Contact Centre）查詢，或將你的問題發送電郵至customer@sqa.org.uk。

為甚麼要苦苦等待收到你的成績單？
MySQA是一項網上服務，讓你可以安全穩妥地取閱你的成績。
為甚麼要等待你的成績單投放到你的信箱內呢？如果你在7月8日 (星期二) 或之前登記使
用MySQA，然後最遲在7月16日 (星期三) 激活你的帳戶，那麼你便可以選擇通過電郵或短
訊，在8月5日 (星期二) 獲悉你的成績。即使你不在家，你也無須苦苦等待或請求別人為
你打開成績單。請瀏覽www.mysqa.info，以了解如何可以激活你的帳戶。
請緊記，國家等級4課程只會評為「合格」或「不合格」，並沒有整體等級。你可能在暑
假之前便已從你的老師獲悉有關成績，你所收到短訊/電郵僅為確認你的成績而發出而已。
傳送短訊及電郵至所有登記了MySQA的考生是很大規模的工序。你有可能在8月5日早至清
晨收到短訊/電郵，這是因為我們分批發佈成績，傳送時間則取決於你的手機/電郵供應商。

成績關注服務
成績關注服務是我們為幫助未能參加考試、遇到特別情況、或其院校關注其考試成績的考
生而設。
成績關注服務由兩部份組成：
‧特別情況考慮服務
‧成績發佈後服務
特別情況考慮服務
這項服務在考試成績送出前進行
這服務將協助未能應考的考生，或已經應考，但因遇到特別情況而令成績受影響的考生。
特別情況包括家人離世及嚴重疾病。普通疾病並不屬於特別情況考慮之列。
成績發佈後服務
這服務在考生收到證書之後進行。
如有院校對其學生的成績感到關注，他們可要求為試卷作分數覆核及/或成績重審。
分數覆核
蘇格蘭資格評審局職員將檢查整份試卷已被批改的部份，查看是否所有已答對題目的分數
已正確地加進總分，以及正確的總分或成績已輸入蘇格蘭資格評審局的電腦系統。
成績重審
上述的分數覆核程序將先進行，之後，蘇格蘭資格評審局高級考官將重審考生在外部評核
(External Assessment) 中所得的分數。這是確保原分數是與國家標準一致。
只有院校可以提出特別情況考慮服務及成績發佈後服務的申請。蘇格蘭資格評審局並不接
受直接由考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第三方提出的申請。
為考生及家長而設的成績關注服務指引，可於我們網站索取。這指引將告訴你成績關注服
務是甚麼、誰可使用這服務、我們將怎樣處理收到的申請，以及很多其他有用資訊，請瀏
覽我們的網址www.sqa.org.uk/resultsservices

2014年時間表摘要
請切記，由於各院校可以略為修改考試的開考時間，所以務請再與貴院校核對考試時間。

時間表編排工具
使用我們的網上及手機個人時間表編排工具創製你自己的考試時間表。你的考試時間安排
將一目了然，你可以為考試條目添加相關註釋，通過電郵將時間表發送至你本人或朋友，
甚至可以使用iCal將時間表併入其他日曆工具。
請瀏覽www.sqa.org.uk/timetable了解更多詳情。

MyStudyPlan
使用我們的MyStudyPlan應用程式，在iPod Touch、iPad或iPhone上創製你自己的學習計劃。
這項極佳的服務讓你可以輸入你的考試時間安排，輸入你的時間可用度，並利用這些資訊
制定學習計劃。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MyStudyPlan的詳情，請瀏覽www.sqa.org.uk/studyplan。

以下時間表可於往後 5 頁找到：
‧國家等級 5 (National 5)─第 19 頁
‧中級程度第 1 級 (Intermediate 1) ─第 21 頁
‧中級程度第 2 級 (Intermediate 2) ─第 22 頁
‧高等資格 (Higher) ─第 24 頁
‧高級高等資格 (Advanced Higher) ─第 26 頁

國家等級5 (National 5)
課程

日期

會計 (Accounting)
4月29日 (星期二)
藝術和設計 (Art and Design)
5月30日 (星期五)
生物 (Biology)
5月16日 (星期五)
工商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5月19日 (星期一)
廣東話 (Cantonese)
6月2日 (星期一)
化學 (Chemistry)
5月12日 (星期一)
古典學 (Classical Studies)
5月9日 (星期五)
電腦科學 (Computing Science)
5月23日 (星期五)
Cruinn-eòlas
5月29日 (星期四)
設計及生產 (Design and Manufacture)
5月27日 (星期二)
戲劇 (Drama)
5月15日 (星期四)
Eachdraidh
5月7日 (星期三)
經濟學 (Economics)
5月28日 (星期三)
工程科學 (Engineering Science)
5月15日 (星期四)
英語 (English)
4月30日 (星期三)
為母語為其他語言的人士而設的英語課程
5月27日 (星期二)
(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環境科學 (Environmental Science)
6月6日 (星期五)
法語 (French)
5月14日 (星期三)
蓋爾語 (初學者) (Gaelic (Learners))
5月27日 (星期二)
Gàidhlig
5月20日 (星期二)
地理 (Geography)
5月29日 (星期四)
德語 (German)
5月20日 (星期二)
平面傳意 (Graphic Communication)
5月8日 (星期四)
歷史(History)
5月7日 (星期三)
家政：健康及食物製造科技 (Home Economics: Health and Food Technology) 5月2日 (星期五)
意大利語 (Italian)
5月8日 (星期四)
拉丁文 (Latin)
5月23日 (星期五)
生活技巧數學 (Lifeskills Mathematics)
5月9日 (星期五)
普通話 (簡體字) (Mandarin Simplified)
6月2日 (星期一)
國語 (繁體字) (Mandarin Traditional)
6月2日 (星期一)
Matamataig
5月6日 (星期二)
Matamataig Fad-bheatha
5月9日 (星期五)
數學 (Mathematics)
5月6日 (星期二)
傳媒 (Media)
5月21日 (星期三)
現代學 (Modern Studies)
4月29日 (星期二)
音樂 (Music)
5月2日 (星期五)

音樂科技 (Music Technology)
Nuadh-eòlas
哲學 (Philosophy)
物理 (Physics)
心理學 (Psychology)
宗教、道德及哲學 (Religious,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社會學 (Sociology)
西班牙語 (Spanish)
烏爾都語 (Urdu)

5月2日 (星期五)
4月29日 (星期二)
6月5日 (星期四)
5月22日 (星期四)
6月3日 (星期二)
5月26日 (星期一)
6月4日 (星期三)
5月30日 (星期五)
5月28日 (星期三)

中級程度第1級 (INTERMEDIATE 1)
課程

日期

會計 (Accounting)
管理學 (Administration)
生物 (Biology)
工商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廣東話(Cantonese)
護理學 (Care)
化學 (Chemistry)
古希臘語 (Classical Greek)
古典學 (Classical Studies)
電腦學 (Computing Studies)
戲劇 (Drama)
英語 (English)
法語 (French)
蓋爾語 (初學者) (Gaelic (Learners))
Gàidhlig
地理 (Geography)
地質學 (Geology)
德語 (German)
平面傳意 (Graphic Communication)
歷史(History)
意大利語 (Italian)
拉丁文 (Latin)
環境資源管理 (Managing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普通話 (簡體字) (Mandarin Simplified)
國語 (繁體字) (Mandarin Traditional)
數學 (Mathematics)
傳媒學 (Media Studies)
現代學 (Modern Studies)
音樂 (Music)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物理 (Physics)
心理學 (Psychology)
宗教、道德及哲學 (Religious,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俄語 (Russian)
西班牙語 (Spanish)
旅遊業 (Travel and Tourism)

4月29日 (星期二)
5月9日 (星期五)
5月16日 (星期五)
5月19日 (星期一)
6月2日 (星期一)
6月5日 (星期四)
5月12日 (星期一)
5月19日 (星期一)
5月9日 (星期五)
5月23日 (星期五)
5月15日 (星期四)
4月30日 (星期三)
5月14日 (星期三)
5月27日 (星期二)
5月20日 (星期二)
5月29日 (星期四)
5月21日 (星期三)
5月20日 (星期二)
5月8日 (星期四)
5月7日 (星期三)
5月8日 (星期四)
5月23日 (星期五)
6月6日 (星期五)
6月2日 (星期一)
6月2日 (星期一)
5月6日 (星期二)
5月21日 (星期三)
4月29日 (星期二)
5月13日 (星期二)
6月2日 (星期一)
5月22日 (星期四)
6月3日 (星期二)
5月26日 (星期一)
5月21日 (星期三)
5月30日 (星期五)
5月28日 (星期三)

中級程度第2級 (INTERMEDIATE 2)
課程

日期

會計 (Accounting)
4月29日 (星期二)
管理學 (Administration)
5月9日 (星期五)
藝術和設計 (Art and Design)
5月30日 (星期五)
生物 (Biology)
5月16日 (星期五)
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
5月29日 (星期四)
工商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5月19日 (星期一)
廣東話(Cantonese)
6月2日 (星期一)
護理學 (Care)
6月5日 (星期四)
化學 (Chemistry)
5月12日 (星期一)
古希臘語 (Classical Greek)
5月19日 (星期一)
古典學 (Classical Studies)
5月9日 (星期五)
電腦(Computing)
5月23日 (星期五)
戲劇 (Drama)
5月15日 (星期四)
經濟學 (Economics)
5月28日 (星期三)
電子和電力理論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Fundamentals)
6月4日 (星期三)
英語 (English)
4月30日 (星期三)
為母語為其他語言的人士而設的英語課程
5月27日 (星期二)
(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法語 (French)
5月14日 (星期三)
蓋爾語 (初學者) (Gaelic (Learners))
5月27日 (星期二)
Gàidhlig
5月20日 (星期二)
地理 (Geography)
5月29日 (星期四)
地質學 (Geology)
5月21日 (星期三)
德語 (German)
5月20日 (星期二)
平面傳意 (Graphic Communication)
5月8日 (星期四)
歷史(History)
5月7日 (星期三)
家政：時裝及紡織技術(Home Economics: Fashion and Textile Technology)
5月2日 (星期五)
家政：健康及食物製造技術 (Home Economics: Health and Food Technology) 5月2日 (星期五)
家政：生活方式及消費者技術
5月2日 (星期五)
(Home Economics: Lifestyle and Consumer Technology)
酒店及接待科目:專業烹飪 (Hospitality: Professional Cookery)
6月4日 (星期三)
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s)
5月2日 (星期五)
意大利語 (Italian)
5月8日 (星期四)
拉丁文 (Latin)
5月23日 (星期五)
環境資源管理 (Managing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6月6日 (星期五)
普通話 (簡體字) (Mandarin Simplified)
6月2日 (星期一)
國語 (繁體字) (Mandarin Traditional)
6月2日 (星期一)
數學 (Mathematics)
5月6日 (星期二)
傳媒學 (Media Studies)
5月21日 (星期三)
現代學 (Modern Studies)
4月29日 (星期二)

音樂 (Music)
哲學 (Philosophy)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物理 (Physics)
產品設計 (Product Design)
心理學 (Psychology)
宗教、道德及哲學 (Religious,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俄語 (Russian)
社會學 (Sociology)
西班牙語 (Spanish)
科技 (Technological Studies)
旅遊業 (Travel and Tourism)

5月13日 (星期二)
6月5日 (星期四)
6月2日 (星期一)
5月22日 (星期四)
5月27日 (星期二)
6月3日 (星期二)
5月26日 (星期一)
5月21日 (星期三)
6月4日 (星期三)
5月30日 (星期五)
5月15日 (星期四)
5月28日 (星期三)

高等資格 (Higher)
課程

日期

會計 (Accounting)
4月29日 (星期二)
管理學 (Administration)
5月9日 (星期五)
建築科技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6月3日 (星期二)
藝術和設計 (Art and Design)
5月30日 (星期五)
生物 (Biology)
5月16日 (星期五)
生物 (經修訂)(Biology (Revised))
5月16日 (星期五)
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
5月29日 (星期四)
建造工程 (Building Construction)
6月6日 (星期五)
工商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5月19日 (星期一)
廣東話 (Cantonese)
6月2日 (星期一)
護理學 (Care)
6月5日 (星期四)
化學 (Chemistry)
5月12日 (星期一)
化學 (經修訂)(Chemistry(Revised))
5月12日 (星期一)
古希臘語 (Classical Greek)
5月19日 (星期一)
古典學 (Classical Studies)
5月9日 (星期五)
電腦(Computing)
5月23日 (星期五)
戲劇 (Drama)
5月15日 (星期四)
早年教育及幼兒護理 (Early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6月6日 (星期五)
經濟學 (Economics)
5月28日 (星期三)
英語 (English)
5月1日 (星期四)
為母語為其他語言的人士而設的英語課程
5月27日 (星期二)
(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建造及燒焊工程 (Fabrication and Welding Engineering)
6月4日 (星期三)
法語 (French)
5月14日 (星期三)
蓋爾語 (初學者) (Gaelic (Learners))
5月27日 (星期二)
Gàidhlig
5月20日 (星期二)
地理 (Geography)
5月29日 (星期四)
地質學 (Geology)
5月21日 (星期三)
德語 (German)
5月20日 (星期二)
平面傳意 (Graphic Communication)
5月8日 (星期四)
歷史(History)
5月7日 (星期三)
家政：時裝及紡織技術(Home Economics: Fashion and Textile Technology)
5月2日 (星期五)
家政：健康及食物製造技術 (Home Economics: Health and Food Technology) 5月2日 (星期五)
家政：生活方式及消費者技術
5月2日 (星期五)
(Home Economics: Lifestyle and Consumer Technology)
酒店及接待科目:專業烹飪 (Hospitality: Professional Cookery)
6月4日 (星期三)
人體生物 (Human Biology)
5月16日 (星期五)
人體生物 (經修訂)(Human Biology(Revised))
5月16日 (星期五)

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s)
意大利語 (Italian)
拉丁文 (Latin)
環境資源管理 (Managing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普通話 (簡體字) (Mandarin Simplified)
國語 (繁體字) (Mandarin Traditional)
Matamataig
數學 (Mathematics)
機械、電子及軟件工程 (Mechatronics)
傳媒學 (Media Studies)
現代學 (Modern Studies)
音樂 (Music)
哲學 (Philosophy)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物理 (Physics)
物理 (經修訂)(Physics(Revised))
政治(Politics)
產品設計 (Product Design)
心理學 (Psychology)
宗教、道德及哲學 (Religious,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俄語 (Russian)
社會學 (Sociology)
西班牙語 (Spanish)
科技 (Technological Studies)
旅遊業 (Travel and Tourism)
烏爾都語 (Urdu)

5月2日 (星期五)
5月8日 (星期四)
5月23日 (星期五)
6月6日 (星期五)
6月2日 (星期一)
6月2日 (星期一)
5月6日 (星期二)
5月6日 (星期二)
6月4日 (星期三)
5月21日 (星期三)
4月29日 (星期二)
5月13日 (星期二)
6月5日 (星期四)
6月2日 (星期一)
5月22日 (星期四)
5月22日 (星期四)
6月5日 (星期四)
5月27日 (星期二)
6月3日 (星期二)
5月26日 (星期一)
5月21日 (星期三)
6月4日 (星期三)
5月30日 (星期五)
5月15日 (星期四)
5月28日 (星期三)
5月28日 (星期三)

高級高等資格 (Advanced Higher)
課程

日期

會計 (Accounting)
4月29日 (星期二)
應用數學 (Applied Mathematics)
5月8日 (星期四)
生物 (Biology)
5月16日 (星期五)
生物 (經修訂)(Biology (Revised))
5月16日 (星期五)
工商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5月19日 (星期一)
廣東話 (Cantonese)
6月2日 (星期一)
化學 (Chemistry)
5月12日 (星期一)
化學 (經修訂)(Chemistry(Revised))
5月12日 (星期一)
古希臘語 (Classical Greek)
5月19日 (星期一)
古典學 (Classical Studies)
5月9日 (星期五)
電腦(Computing)
5月23日 (星期五)
戲劇 (Drama)
5月15日 (星期四)
經濟學 (Economics)
5月28日 (星期三)
英語 (English)
5月1日 (星期四)
法語 (French)
5月14日 (星期三)
蓋爾語 (初學者) (Gaelic (Learners))
5月27日 (星期二)
Gàidhlig
5月20日 (星期二)
地理 (Geography)
5月29日 (星期四)
德語 (German)
5月20日 (星期二)
平面傳意 (Graphic Communication)
5月8日 (星期四)
歷史(History)
5月7日 (星期三)
家政：健康及食物製造技術 (Home Economics: Health and Food Technology) 5月2日 (星期五)
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s)
5月2日 (星期五)
意大利語 (Italian)
5月8日 (星期四)
拉丁文 (Latin)
5月23日 (星期五)
普通話 (簡體字) (Mandarin Simplified)
6月2日 (星期一)
國語 (繁體字) (Mandarin Traditional)
6月2日 (星期一)
數學 (Mathematics)
5月6日 (星期二)
現代學 (Modern Studies)
4月29日 (星期二)
音樂 (Music)
5月13日 (星期二)
物理 (Physics)
5月22日 (星期四)
物理 (經修訂)(Physics(Revised))
5月22日 (星期四)
產品設計 (Product Design)
5月27日 (星期二)
宗教、道德及哲學 (Religious,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5月26日 (星期一)
西班牙語 (Spanish)
5月30日 (星期五)
科技 (Technological Studies)
5月15日 (星期四)

過往試卷
Hodder Gibson 蘇格蘭教育解決方案 (Hodder Gibson Educational
Solutions for Scotland)
預備考試的其中一個好方法，是使用最近幾年考生應考的確實問題。這可讓你作好充足準
備後，懷着自信在應考日應考。
蘇格蘭資格評審局過往試卷與及相關的評分準則可於蘇格蘭資格評審局網站下載。而本年
蘇格蘭資格評審局官方過往試卷及樣本試卷將由Hodder Gibson出版，由高級考官批閱過
的答案、溫習技巧指引部份及考官建議，均會包括在內。
蘇格蘭資格評審局提供官方的中級程度第1級、中級程度第2級、高等程度及高級高等程度
的過往試卷，並附有答案。由於國家等級5是新的資格，仍未有過往試卷及樣本試卷提供，
Hodder Gibson為此出版了模擬練習試卷及答案。詳細資料請瀏覽網址
www.hoddereducation.co.uk。

蘇格蘭考生號碼卡
你的蘇格蘭考生號碼 (SCN) 是你的個人終生考生號碼。你要在你的考試答題簿上填上
這號碼，所以你知道這號碼是很重要的。
請確保你已擁有蘇格蘭考生號碼並正確地使用它。你的中心可以把你的蘇格蘭考生號
碼告訴你。你可以在你的SCN卡上記錄你的蘇格蘭考生號碼，這張卡可帶進試場來提
醒你你的SCN號碼。

祝各位參加國家等級、中級程度、高等程度及高級高
等程度考試的考生好運！你付出的努力，將令你考取
你應得的成績。

客戶聯絡中心
電話：0345 279 1000
BD6588
2014年3月

電郵：customer@sqa.org.uk

網站：www.sqa.org.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