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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IIA)期终资格考试 

考试规则 

 

CIIA 考生于应考前应小心阅读以下“一般规则”、“身份证明文件”、“使用字典及电子计算器须知”

及“不当行为”中的所有规则。考生如未能遵守及/或违反任何考试规则，除非另行指明，否则可能被

取消考试资格，并被禁止参加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学会)的所有考试，为期 6 个月。在禁止考试期间

已报考的任何考试一概不会获安排于其他试期应考，其已缴付之费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 

学会并会向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alyst , 

ACIIA）报告任何违反考试规则的考生的资料。 

时刻遵守考试规则，绝对是 CIIA 考生的个人责任。学会概不会接受违反任何考试规则的 CIIA 考

生，以被他人 (包括监考人员) 误导为辩解，提出免受纪律处分的要求。 

 

 

一般规则 

 

1. CIIA 考生必须于指定时间前往指定试场应考。学会建议 CIIA 考生于考试开始前至少十五分钟

抵达指定试场。迟到 CIIA 考生不会获额外考试时间作补偿。 

2.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主考员或监考员均无权给予任何 CIIA 考生额外时间作答。 

3. CIIA 考生如因任何原因未能应考、或未能前往准考证上所列明的正确试场应考，其考试成绩将

被评为「缺席」。任何 CIIA 考生于原定开考时间 30 分钟后概不会获准进入试场，而该 CIIA 考

生之成绩亦将被评为「缺席」。 

4. 考生在进入试场后，须严格遵守主考员或监考员的指示，直至离开试场为止；违反这项规定的

CIIA 考生可能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5. 请留意现时会以英语及粤语作出有关考试之宣布。所有考生在应考任何 CIIA 考试的试卷前，须

熟读考试规则。倘若考生在操及/或理解英语或粤语有困难，务请加以留意。若该等考生在考试

进行期间遇到任何问题，应向主考员或监考员求助。主考员或监考员会在许可的情况下提供协

助。然而，学会概不会接受违反任何考试规则之考生，以语言问题为辩解，该等 CIIA 考生亦有

可能被取消考试资格。 

6. 考生于应考所有考试时，必须自备所需文具(黑色/蓝色原子笔、橡皮擦、改错液/带、荧光笔、间

尺、学会认可的字典、学会认可的电子计算器等)应考。学会不会在试场提供任何文具。所有带

入试场的物品 (包括字典及电子计算器) 须经主考员或监考员检查 (有关字典及电子计算器的

规定，请参阅下列「使用字典及电子计算器须知」)。 

7. 在考试进行期间，考生之间严禁共享、传递、交换、借用及/或借出任何物品、及进行涉及任何

物品的交易 (任何物品包括但不只限于文具、字典和电子计算器)。违反这项规定的 CIIA 考生可

能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8. 帶入試場的個人物品須經主考員或監考員檢查，如有懷疑，主考員或監考員可取走作進一步檢

查。 

9. 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行期间，CIIA 考生严禁使用任何通讯仪器。CIIA 考生在进入试场

前，须关掉所有通讯仪器，如手提电话、蓝牙手表、蓝牙耳机和任何遥远通訊仪器等，以及任何

会发出声响的仪器，如响闹手表等。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行期间，该等仪器之电源须

已截断 (包括关掉响闹功能)。违反这项规定的 CIIA 考生可能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10. 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行期间，CIIA 考生严禁使用任何设有下列功能的电子仪器 (除在

下列「使用字典及电子计算器须知」部份所涵盖的学会认可之电子计算器外)： 

-  输入/输出及/或传递数据 (如数据、文字、影像) 等功能； 

-  数据、文字或影像的储存/显示功能 (例如平版电脑、运动手环、可储存数据的手表及/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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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类似仪器等)； 

-  以任何有线、红外线传输或无线技术连接计算机的功能； 

 

-  无线数据通讯功能，如蓝牙 (Bluetooth® ) 无线技术、红外线传输、无线局部局域网络 

(Wireless LAN)； 

-  声音/视像播放及/或录取 (例如：MP3、光驱等) 功能； 

-  对讲机 (即无线电收发) 功能； 

-  文字/图像扫描功能； 

-  拍摄影像功能。 

违反这项规定的 CIIA 考生可能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11. 将设有上述功能之仪器带入试场的 CIIA 考生，若其仪器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行期间

发出声响，主考员/监考员会要求该等 CIIA 考生展示其通话记录/短讯 (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 记录/多媒体讯息服务 (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 MMS) 记录/响闹设定，并于呈交

学会的主考员报告内记录有关资料，以便学会评估事件有否涉及作弊。若该 CIIA 考生拒绝主考

员/监考员的要求，主考员亦会将之记录在报告内；拒绝主考员/监考员的要求可能会成为取消该

CIIA 考生之考试资格的理据。 

12. 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行期间，CIIA 考生严禁： 

-  在试场内乱抛垃圾； 

-  饮食(包括嚼口香糖)或吸烟； 

-  使用任何电子或摄影器材拍照； 

-  向主考员或监考员以外人士提供协助/接受主考员或监考员以外人士之协助； 

-  与主考员或监考员以外的人士沟通； 

-  未获主考员指示前，开始在试题簿上填写任何资料； 

-  未获主考员指示前，开始书写/翻阅试题簿/作答； 

-  对主考员或监考员或其他 CIIA 考生造成不必要的滋扰，或干扰考试的进行。倘若该 CIIA

考生拒绝实时停止其滋扰或干扰行为，主考员/监考员可要求他/她离开试场，而他/她可能

会被取消考试资格。主考员可全权决定何种行为构成滋扰或干扰，以及应否要求有关考生

离开试场，以制止其滋扰或干扰行为； 

-  对主考员/监考员或其他 CIIA 考生使用威胁性、粗秽或侮辱的言语或作出威胁性、粗秽、

侮辱或不检的行为，或干扰主考员/监考员履行其职责，或干扰试场的设备。该 CIIA 考生

会被要求离开试场及他/她可能会被取消考试资格。主考员拥有唯一酌情决定权决定 CIIA

考生是否对主考员/监考员或其他 CIIA 考生使用威胁性、粗秽或侮辱的言语或作出威胁性、

粗秽、侮辱或不检的行为，以及根据相关 CIIA 考生的行为决定 CIIA 考生是否应被要求离

开试场。  

 违反这项规定的 CIIA 考生可能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13. 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行期间，CIIA 考生须保持肃静。 

14. 除非获主考员或监考员批准，否则 CIIA 考生必须根据准考证上打印的编号就座。 

15. CIIA 考生必须使用黑色/蓝色原子笔填写试题簿上的所有个人及考试资料。只有用黑色/蓝色原

子笔在试题簿上指定范围内填写的正确个人及考试资料，才会用作确认 CIIA 考生的身份。填写

于试题簿上指定范围以外的个人及考试资料将不会被用作确认身份用途。若 CIIA 考生填写的个

人及/或考试资料未能被辨认该等 CIIA 考生，无论该等 CIIA 考生是否已向主考员或监考员证明

他们的身份及/或其出席状况是否已被记录，该等 CIIA 考生会被评为「缺席」。CIIA 考生须使

用改错液/带彻底清除错误填写的个人及/或考试资料，以免资料被误认。 

16. CIIA 考生必须使用黑色/蓝色原子笔于试题簿上填写所有试题之答案。若 CIIA 考生填写的答案

未能被读取，该等题目不获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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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IIA 考生参加考试，即表示承认学会及 ACIIA 的评卷员的评分结果为最终及决定性的，且对

CIIA 考生有约束力。CIIA 考生须放弃向学会及 ACIIA 的评卷员的评分结果提出申索及同意受评

卷员的评分结果约束。  

18. CIIA 考生只可把其列印的准考证、香港身份证/护照及文具(黑色/蓝色原子笔、橡皮擦、改错液/

带、荧光笔、间尺、铅笔刨学会认可的字典、以及学会认可的电子计算器)放置于台面上；该等

物品须在考试期间一直置于台上，让主考员或监考员清楚看见。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

行期间，CIIA 考生带入试场的所有其他个人物品、钱包、笔袋或笔盒、各类型行李箱、文件、

任何纸张、书籍、笔记、字典、平版电脑、电子/通讯仪器、食物、饮品、珠宝首饰(結婚或訂婚

戒指除外) 、華麗的頭饰、頭帶、髮夾、梳子、領呔夾、袖口鈕及任何其他温习资料，必须放于

指定范围内 (即各 CIIA 考生座位下的地面上)。所有电子/通讯仪器，需放置在座椅下的当眼处，

让主考员或监考员清楚看见。主考员或监考员有权移走 CIIA 考生身上或台上的任何违规物品，

并检查及/或拍摄/记录该物品。CIIA 考生在考试进行期间不得取回该物品。 

19. 在考试开考前、CIIA 考生进入试场前、或考试结束后，主考员或监考员即使未能发现任何违规

物品，亦不表示该物品获准于考试中使用、或持有该物品之 CIIA 考生不会遭受纪律处分。 

20. 无论任何原因导致 CIIA 考生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试进行期间，损失个人物品、或物品遭受毁

坏，学会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21. 试场可能会但不一定配备时计。学会建议 CIIA 考生使用不会发出声响的时计计时。主考员会在

开考时、考试完结前 15 分钟及考试完结时向 CIIA 考生宣布时间。 

22. 在考试开始后首 30 分钟，CIIA 考生不得离开试场。在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CIIA 考生获主考员

或监考员批准可离开试场。然而，CIIA 考生不得于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内离开试场。为确保主考

员或监考员能顺利处理行政工作，上述限制为必须的安排。在离开试场前，CIIA 考生须将所有

考试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试题簿)交回主考员或监考员。 

23. 主考员一旦宣布考试结束，CIIA 考生须立即停止书写及/或擦掉任何文字、记号(包括但不只限

于在试题簿上已填写的答案)。在宣布考试结束后，任何考生提出填写试题簿上之个人资料、填

写、擦掉/使用改错液/带更改写于试题簿上的任何文字、记号(包括但不只限于在试题簿上已填

写的答案)之要求，学会概不受理。. 

24. 主考员在宣布考试结束后，CIIA 考生于等待主考员或监考员收齐所有考试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试

题簿)时，必须保持安静及坐于原位。CIIA 考生在未获得主考员或监考员的批准前，不得离开试

场。 

25. 考生递交的所有试题簿，皆属学会及 ACIIA 财产及一直属学会及 ACIIA 所有，学会及 ACIIA 有

权随时按其决定的方式处理。虽然学会及 ACIIA 会合理地妥善保管及保存试题簿，然而若出现

遗失或毁坏的情况，使学会及 ACIIA 无法按 CIIA 考生的试题簿评核其表现，有关 CIIA 考生须

放弃向学会及 ACIIA 索偿的权利(如 CIIA 考生采取此行动)。 

26. CIIA 考生严禁对试题簿中所载的资料、材料和试题进行拍照、记录、复制、分发、发表、更改、

制作衍生作品，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或在任何媒体上使用该等资料、材料和试题。试题簿中所载

的所有资料、材料和试题均为 ACIIA 的专有资料，其中的一切版权及/或任何知识产权属于 ACIIA

独家所有。考生参加考试，即被当作承认 ACIIA 对试题簿所载的所有该等资料、材料和试题拥

有的知识产权 (包括版权)。ACIIA 保留权利对该等 CIIA 考生采取适当行动以强制执行其知识产

权，并要求 CIIA 考生负责所有相关损失、损害及/或诉讼费用。 

27. 根据本部分第 3 项或第 14 项或「身份证明文件」部分第一项(视乎何种情况)，CIIA 考生 (a) 若

未能应考或未能前往正确考场应考或根据本部分第 3 项不获准进入试场；或(b) 于试题簿上填

写的个人及/或考试资料若未能被辨认他们；或(c) 若未能于原定开考时间后 30 分钟内出示有效

(未过期)身份证明文件的正本作验证及/或其身份不能被确认，考生会被评为「缺席」。被评为

「缺席」或违反本规则内任何规定而被取消考试资格的 CIIA 考生，一概不会获安排于其他试期

应考，其已付之费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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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明文件 

 

1. 于考试当日，CIIA 考生必须携带下列证明文件作验证身份之用： 

i) 有效(未过期)身份证明文件之正本，例如香港身份证、护照或其他附有相片并获学会认可之

正式旅行证件。身份证明文件上的姓名及号码必须与准考证上打印的相同；及  

ii) 其列印之准考证 (准考证必须印在两面皆空白之白色 A4 纸上。若准考证多于一页，CIIA 考

生必须以一页一张 A4 纸的形式列印，并于资格考试时出示所有页数)。 

未能于考试原定开考时间后 30 分钟内出示上述文件，及/或身份不能被确认的人士，将不会获

准应考，而有关 CIIA 考生之成绩亦将被评为「缺席」。 

2. 身份证明文件上严禁印有/写上及/或附有任何与考试有关的资料。 

3. CIIA 考生于任何时候均严禁在准考证上书写。 

4. 如主考员或监考员认为 CIIA 考生的身份有可疑，会拍摄该 CIIA 考生的容貌及复印其身份证明

文件。身份有可疑的 CIIA 考生须提供一切必须协助(如除去眼镜、帽子或口罩等)，确保主考员

或监考员能完全拍下其容貌。学会会保留该照片及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作日后调查之用。如学

会未能确定该应试 CIIA 考生之真正身份，则有权令有关 CIIA 考生之考试成绩作废。如该应试

CIIA 考生拒绝让主考员或监考员拍照或复印其身份证明文件，有关 CIIA 考生将被取消考试资

格。 

5. 冒充或委托他人代考者，学会一概报警处理。触犯刑事罪行者可被起诉。 

 

 

使用字典及电子计算器须知 

 

1. CIIA 考生可于考试时使用非专题的翻译字典(即不同语言的对照，没有任何注释)。CIIA 考生严

禁于考试中使用金融、专题及电子字典。字典内严禁印有/写上及/或附有任何与考试有关的资料。 

2. CIIA 考生可于考试时使用电子计算器，但电子计算器须为使用干电池及操作宁静。电子计算器

的保护套或机盒严禁藏有任何纸张、咭片或布块。 

3. 严禁使用具有电子表格功能的计算器。然而： 

- 计算器内可编入只可执行的公式；  

- 严禁输入任何类型的文字； 

- 不能隐藏任何档案或目录或以密码保护任何档案或目录。主考员或监考员在考试任何时候内

检查该些档案或目录均不可受到限制。 

4. 获学会认可之电子计算器型号名单可从学会网址下载。学会能自行全权修改及变更此名单，而

不作另行通知。 

5. 带入试场的字典及电子计算器须经主考员或监考员检查，如有怀疑，主考员或监考员可取走字

典及电子计算器作进一步检查。每一名 CIIA 考生于此过程可能需时达 15 分钟。在这情况下，

考生将不会获额外时间作答或给予另一本字典及/或另一部电子计算器替换。电子计算器型号须

清晰可见。考生严禁使用型号及/或功能不能核实/确认的电子计算器。在考试进行期间，CIIA 考

生之间严禁共享、传递、交换、借用及/或借出字典及/或电子计算器、及进行任何涉及字典及/或

电子计算器的交易。  

6. 若电子计算器因任何原因未能正常操作，主考员/监考员不会提供任何协助。因电子计算器故障

导致任何错误的 CIIA 考生，将不获任何宽免或特别处理 (如提供另一部电子计算器替换、获额

外考试时间或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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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IIA 考生如对其字典及/或电子计算器能否使用存有疑问，例如未能于学会认可之电子计算器型

号名单上找到其电子计算器之型号，但其功能可能符合学会及 ACIIA 的规格，请于考试前致电

或亲临学会查询，由学会评定电子计算器能否于考试中使用。若 CIIA 考生使用任何未载于学会

认可之电子计算器型号名单上及/或具备功能不获学会及 ACIIA 批准的电子计算器，该考生可能

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8. 在考试开考前、考试进行期间、或考试结束后，主考员或监考员即使未能发现任何学会不认可

的字典及/或电子计算器，亦不表示该字典及/或电子计算器获准于考试中使用、或使用该字典及

/或电子计算器之考生不会遭受纪律处分。确保带入试场的字典及/或电子计算器符合本节及上述

「一般规则」内的规定，绝对是考生的个人责任。 

 

 

不当行为 

 

根据学会对考试规则的判断，若发生关于考试的不当行为，学会可能向有关 CIIA 考生发出警告信、

取消其考试资格及拒绝发放其考试成绩、禁止其参加学会的所有考试，为期 6 个月，或采取学会认为

必须的纪律处分。在禁止考试期间已报考的任何考试一概不会获安排于其他试期应考，其已缴付之费

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学会会把该事件的报告存于 CIIA 考生的个人纪录内，作日后参考之用。学会

并会把该事件向 ACIIA 报告。不当行为指 CIIA 考生未能遵守及/或违反任何学会最新公布的考试规则。 

 

CIIA 考生如被发现作出以下行为，可能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1. CIIA 考生在注册表格及/或考试报名表格或学会电子服务网站(视乎考生的报考方法)中提供虚假

的个人资料； 

2. CIIA 考生在考试前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试卷的资料； 

3. CIIA 考生在考试进行期间，以任何方式与试场内或外的任何人士 (除主考员或监考员以外) 通

讯或试图通讯； 

4. CIIA 考生在考试进行期间抄袭/使用带入试场的笔记、书籍或电子仪器，或抄袭其他 CIIA 考生

书写的任何文字、记号 (包括但不只限于答案)；  

5. CIIA 考生瞥看或窥视另一名考生的考试材料，或作出类似行为； 

6. CIIA 考生容许其他 CIIA 考生抄袭其书写的任何文字、记号 (包括但不只限于答案)； 

7. CIIA 考生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行期间未有截断电子/通讯仪器 (包括但不只限于手提

电话) 的电源； 

8. CIIA 考生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行期间使用任何未经学会批准的仪器 (例如通讯/电子

仪器)，包括 CIIA 考生在上厕所期间； 

9. 在考试进行期间，CIIA 考生使用任何未载于学会认可之电子计算器型号名单上之电子计算器，

及/或具备任何不符合学会及 ACIIA 上述「一般规则」及「使用字典及电子计算器须知」内规定

的功能之电子计算器； 

10. 在考试进行期间，CIIA 考生使用任何不符合学会及 ACIIA 上述「一般规则」及「使用字典及电

子计算器须知」内规定的之字典； 

11. CIIA 考生在试场内任何时间及/或考试进行期间在台上放置及/或身上携带任何未经学会批准的

物品，包括但不只限于文件、书籍、笔记、字典、平版电脑、电子/通讯仪器、食物、饮品及任

何其他温习资料； 

12. CIIA 考生将任何考试材料，如试题簿带离试场、或试图带离试场，及/或损毁任何考试材料； 

13. CIIA 考生在试题簿以外的媒体，抄写试题簿上任何数据、材料及试题； 

14. CIIA 考生以任何方式向任何人士，披露试题簿上的任何资料、材料及试题； 

15. CIIA 考生蓄意破坏试场内任何不属于其本人及/或属于试场管理机构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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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IIA 考生未经许可擅自离开试场； 

17. CIIA 考生在主考员宣布开始考试可以作答前开始阅读及/或回答试题，或在主考员宣布考试结束

停止作答后仍继续书写/擦掉/使用改错改错液/带更改任何文字、记号(包括但不只限于在试题簿

上已填写的答案)； 

18. CIIA 考生对主考员或监考员或其他 CIIA 考生造成不必要的滋扰，或干扰资格考试的进行； 

19. 对主考员/监考员或其他 CIIA 考生使用威胁性、粗秽或侮辱的言语或作出威胁性、粗秽、侮辱或

不检的行为，或干扰主考员/监考员履行其职责，或干扰试场的设备。如 CIIA 考生被发现违反这

项规定，该 CIIA 考生可能丧失参与其他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的考试资格； 

20. 代表他人应考或容许他人为自己应考； 

21. CIIA 考生在考试期间没有遵从主考员或监考员的指示； 

22. CIIA 考生没有遵守任何学会最新公布的考试规则；  

23. 若学会就 CIIA 考生于任何学会举办的考试中干犯之不当行为，曾经向其发出过警告信，而该

CIIA 考生漠视信中所载的指示；或 

24. CIIA 考生以任何方式作弊。 
 
 

取消及/或重新安排资格考试的指引 

 

CIIA 考生应注意下列有关取消及/或重新安排资格考试的指引： 

1. 以下一般安排在热带气旋(俗称”台风”)/暴雨影响香港下将会适用。如资格考试因台风/暴雨影

响下而被取消，学会则会在学会网页(www.hksi.org)公布取消资格考试之特别消息。 
 

台风/暴雨警告信号 
香港天文台发出 

台风/暴雨警告信号 
考试安排 

1号或3号台风警告信号 /  

黄色或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于任何时间 考试将如期举行 

8号台风警告预警/ 

8号或以上台风警告信号/ 黑色暴

雨警告信号 

于考试进行期间 
考试将继续直至原定结束时间

为止 

上午6时至上午10时前 
当日于上午8时至下午1时前开

考的考试将会被取消 

上午10时至下午2时前 
当日于上午10时至下午5时前

开考的考试将会被取消 

下午2时或以后 
当日于下午2时至晚上10时开

考的考试将会被取消 

 

2. CIIA 考生应留意学会网页(www.hksi.org)有关考试安排之最新公布。 

3. 学会如取消考试，并且没有重新安排考试，学会将会全数退回受影响 CIIA 考生所缴交的相关考

试费用。考试费用将于受影响之考试日期后 28 个工作天内退回予受影响之考生。CIIA 考生毋须

申请退回已缴付的考试费用。 

4. 学会保留取消及/或重新安排考试的权利，并对取消及/或重新安排考试有唯一绝对决定权。  
 
 

考试规则内所提及的时间均以香港天文台公布的标准时间为准 

(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 

所有关于诠释考试规则的事宜，概以学会的最终决定为准。 

如最新考试规则与学会公布的其他文件存有差异及/或不符，概以最新考试规则为准。 

如最新考试规则的中、英文版本存有差异及/或不符，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http://www.hksi.org/
http://www.hks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