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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ertifie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alyst, CIIA®）是国际及本地财务及投

资行业认可的进阶专业资格。CIIA 期终资格考试由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alyst , ACIIA）主办，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学会)负责组织在

香港的报考及考试行政工作。 

 

 

2. 考试结构、考试时间及形式                                              

 

 CIIA 考试包括通用知识考试和本地考试两部分，学会在香港只组织 CIIA 期终资格考试。 

 

  

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会员、资深会员、杰出资深会员、荣誉资深会员及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文

凭课程考试(DPE)及/或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金融市场专业文凭(PDFM)已获ACIIA认可符合基础

考试及本地考试的要求。持有学会此资格的人士可获豁免考取基础考试及本地考试，可直接参

加 CIIA 期终资格考试。 

 

 CIIA期终资格考试的试卷提供简体中文版或英文版。有关英文版CIIA期终资格考试的详细资料，

申请人可细阅 CIIA 期终资格考试手册(英文考试)。 

 

 所有试题都是必答题，其中包括完整和微型案例研究问题和深入的问答题。 

 

 CIIA 注册考生（“CIIA 考生”）可在任何的考期选择报考一个或两个试卷。  

通用知识考试 

基础考试 (总考试时数：9) 

卷一 三小时十分钟 • 股票估值与分析 

• 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分析 

• 公司财务 

卷二 二小时四十分钟 • 固定收益证券估值与分析 

• 经济学 

卷三 三小时十分钟 • 衍生产品估值与分析 

• 投资组合管理 

期终资格考试 (总考试时数：6) 

卷一 三小时 • 公司财务 

• 经济学 

• 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分析 

• 股票估值与分析 

卷二 三小时 • 固定收益证券估值与分析 

• 衍生产品估值与分析 

• 投资组合管理 

本地考试 

考试 三小时 • 规例 

• 道德学 

• 财务报表分析 

• 市场结构和工具 

https://www.aciia.org/
https://www.aci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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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考要求                                                                           

 

要符合注册为 CIIA 期终资格考试的考生，申请人必须符合"经验丰富的考生"（EQC）途径或

DPE/PDFM 途径的要求，如下所述： 

 

1. EQC 途径 

 

符合以下要求的申请人可直接参加 CIIA 期终资格考试： 

 

i. 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会员、资深会员、杰出资深会员、荣誉资深会员;或 

ii. *申请人持有符合学会认可的合适学术或专业资格。 

  

EQCs 途径的考生必须在其第一个合资格的考期开始 3 年内通过 CIIA 期终资格考试卷一及卷二

考试。 

  

* 学会对申请人持有下列任何一项合适的学术或专业资格被示为符合 EQC 途径： 

i. 学术资格，例如会计学、工商管理学、经济学、金融学、投资管理学及法律学学士学位

或以上；或 

ii. 专业资格，例如特许财经分析师(CFA)、注册财务策划师(CFP)、注册管理会计师(CMA)

（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ACMA)（英国）、特许会计师(ACA) 

（英国及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洲/津巴布韦）、注册

会计师(CPA) (香港/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及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英国);或 

iii. 学会认可及批准的其他资格。 

 

申请人应在递交注册申请时同时递交相关证书及成绩单、大纲或附带资料文件或其他相关资料

文件的复印件。 

 

或 

 

2. DPE/PDFM 途径 

 

申请人已完成所有 DPE 的 3 份考卷或所有 PDFM 的 7 个单元可直接报考 CIIA 期终资格考试。

他们必须在第一个合资格的考期开始 5 年内通过 CIIA 期终资格考试卷一及卷二考试。 

 

这两个类别的申请人可获豁免考取 CIIA 基础考试和本地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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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和证书的颁发                                                                        

 

 要被授予 CIIA 称号，CIIA 考生必须： 

i. 完成 CIIA 期终资格考试； 

ii. 拥有三年的财务分析、投资组合管理、投资等领域的工作经验； 

iii. 成为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会员或以上，及 

iv. 履行 ACIIA 所订明的任何其他要求。 

 

 CIIA 考生如未能在上文所述其注册期限内完成 CIIA 期终资格考试，则所有先前曾通过的考试成

绩将会被视为无效。CIIA 考生将需重新注册，并通过卷一及卷二之考试才可获得 CIIA 资格。 

 

 

5. 考试大纲                                                                                    

 

CIIA 期终资格考试结构和考试大纲载于 ACIIA 网站上。有关 ACIIA 就每个主题、课本、文章及相关

材料的指定详细的考试大纲，请浏览 ACIIA 网站(www.aciia.org)。 

 

 

6. 考试时间表                                                                     

 

 考试(简体中文版)每年 3 月举行一次。 

 

 考试(英文版)每半年举行一次，分别在每年的 3 月及 9 月举行。 

 

 截止注册/报名日期( )及考试日期详载于考试时间表内。考试时间表可于浏览学会网站。 

 

 在任何情况下，在既定的考试时间以外应考的特殊要求将不会被考虑。 

 

 学会保留随时更改截止注册及/或报名日期及时间的权利。如有任何更改，学会将于学会接待处

及/或网址公布。 

 

 

7. 注册及报考手续                                                      

 

7.1 注册程序 

 

7.1.1 网上注册手续 

 

1. 申请人士可透过学会电子服务网站「电子表格」栏注册成为 CIIA 考生，（有关费

用及付款方式请参阅第 7.6.1 及 7.6.2 项） 

2. 申请人须上传学历证书、成绩单和/或其他相关文件之复印件（如果适用）（"相关

文件"）。 

 

  

https://www.aciia.org/the-ciia-diploma/course-content-exams
file://///10.0.0.182/estcommon/CIIA/CIIA%20Info%20&%20Handbook/Registration%20&%20Enrolment%20Guidelines/www.aciia.org
https://oes.hksi.org/enrol/listExamCat?lang=zh
https://login.hksi.org/login?language=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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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亲临学会接待处/邮寄手续 

 

1. 申请人士可从下列途径索取CIIA期终资格考试-注册申请表格(注册表格)及考试报

名表格(报名表格)： 

 

(a) 从学会的网址(www.hksi.org)下载；或 

(b) 于学会服务时间内亲临接待处索取。 

 

2. 申请注册成为 CIIA 考生，申请人士需在截止注册日期前亲临学会递交或邮寄至学

会递交以下文件及费用： 

i. 填写妥当的注册表格； 

ii. 正确的注册费用（有关费用及付款方式请参阅第 7.6.1 及 7.6.2 项）;及/或 

iii. 学历证书、成绩单和/或其他相关文件之复印件（如果适用）（"相关文件"）。 

以电邮或传真方式递交或于截止注册日期及时间后始被学会收到的申请恕不受理。 

 

3. 学会将收取每份申请表申请表格港币 100 元的行政费。 

 

4. 学会建议申请人士保留注册表格的复印件以作纪录。 

 

• 申请人士需在网上申请或注册表格上，清楚选择其在注册期内的考试语言(简体中文考试或英文

考试，两者只可选其一)。于学会确认考生的注册申请后，考生若其后需更改考试的语言，须缴

付行政费用(请参阅第 7.7 项)。 

 

• 所有以 EQCs 途径之申请人士都须要在网上申请或注册表格上详细列写其当前的就学/就业背景

及专业资格（如果有）。 

 

• 未填妥、未缴妥注册费用或未有递交足够学历证书、成绩单和/或其他相关文件之复印件（如果

适用）的网上申请或注册表格将不获处理。学会只会处理已收到之注册表格。注册表格，学历证

书、成绩单和/或其他相关文件之复印件如在邮寄过程中遗失，学会概不负责。 

 

• 网上申请或注册表格一旦递交予学会后，申请人士不得要求取消注册申请。 

 

• 学会及 ACIIA 保留更改报考要求及拒绝任何考生报考申请的权利。 

 

• 所有费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除了因不成功注册为 CIIA 考生，此类申请人士可获退回部份款项。

学会可随时调整注册费用。若有任何调整，学会将于学会接待处及/或网址公布。 

 

  

http://www.hk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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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注册确认 

 

• 学会在收到注册表格，相关文件及注册费用后之四个星期内会向每个成功的申请人士发出录

取通知之电邮。 

 

• 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或以后成功注册之考生，可登入学会电子服务网站，并在「收据」栏内

列印/重新列印正式收据。 

 

• 考生在相关考试日期起计算 6 年内可向学会递交书面申请，要求学会发出正式收据的列印本。

学会会就每张收据向申请人收取港币 100 元的行政费用（有关付款方式请参阅学会网站）。

所有费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 

 

• 如注册 CIIA 考生的申请不成功，学会会收取不得转让及退还之审查行政费用港币 200 元，

并会向该申请人士发出的拒绝通知之电邮及部份注册费用之退款﹙即港币 1,100 元﹚。 

 

• 如申请人士在递交注册表格后六星期内仍未收到录取通知之电邮/拒绝通知之电邮，应立即与

学会考试服务组联络。 

 

• CIIA考生(选择以简体中文为其考试语言)在确认成功注册后将获发一套CIIA考试指定用书及

公式集(简体中文版)。CIIA 考生可在通知书发出五个工作日后至申请注册日期之六个月内前

往学会接待处领取。 

 

7.3 考试报考手续 

 

• CIIA 期终资格考试只接受 CIIA 考生报考。 

 

7.3.1 网上报考  

 

1. CIIA 考生可透过学会电子服务网站参加 CIIA 期终资格考试（有关费用及付款方式

请参阅第 7.6.1 及 7.6.2 项）。 

2. CIIA 考生所填报的资料如被发现为不正确或不完整，在其缴妥考试费用后仍有可

能被学会拒绝该报考申请。 

 

7.3.2 亲临学会接待处/邮寄报考 

 

1. CIIA 考生须把已填妥及已签署的考试报名表格正本，连同所需考试费用（有关费

用及付款方式请参阅第 7.6.1 及 7.6.2 项），于相关截止报名日期及时间( )或之

前的服务时间内亲临学会递交或邮寄至学会。以邮寄方式递交考试报名表格的

CIIA 考生须预留足够的邮递时间。以电邮或传真方式报考或于截止报名日期及时

间后始被学会收到的申请恕不受理。 

 

2. 每份非网上报名申请表收取行政费用港币 100 元。 

  

https://login.hksi.org/login?language=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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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会将于收到报考申请之 4 个工作天内处理其报考申请。学会会以先到先得方式

来处理各项 CIIA 期终资格考试之申请。如所选择之考试试期名额已满，其报考申

请将不获接纳。 

 

4. 未填妥或未缴妥考试费用/行政费用的报名表格将不获处理。学会只会处理已收到

之考试报名表格。如考试报名表格在邮寄过程中遗失，学会概不负责。 

 

5. 学会建议 CIIA 考生保留考试报名表格的复印件以作纪录。 

 

• 考试报名表格一旦递交予学会后，报考人士不得要求更改及/或取消考试。 

 

• 学会及 ACIIA 保留拒绝任何 CIIA 考生报考的权利。 

 

• 所有已缴付的费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学会可随时调整考试费用/行政费用。若有任何调

整，学会将于学会接待处及/或网址公布。 

 

7.4 报考确认 

 

7.4.1 网上报考 

 
1. 成功报考的 CIIA 考生将会实时透过学会电子服务网站收取成功报考信息。学会会

将CIIA考生已成功报考的试卷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至相关CIIA考生在报考时

向学会提供的电子邮箱(如有)。 

 

2. 考生可在学会电子服务网站中「已选报即将举行的活动」栏内查阅其成功报考之

考试。「已选报即将举行的活动」栏内之资料，包括考试名称、试卷、日期、时间

及地点。  

 

3. 学会亦会将CIIA考生未能成功报考的试卷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至相关CIIA考

生所提供的电子邮箱(如有)。 

 

7.4.2 亲临学会接待处/邮寄报考 

 
1. 学会接待处职员于收到 CIIA 考生亲身递交的考试报名表格后会即时收取考试费用

及行政费用。学会将在 4 个工作天内处理其报考申请，报考成功与否须视乎处理

期内考试的剩余名额而定。 

 

2. CIIA考生可在学会收到其考试报名表格后4个工作天登入学会电子服务网站中「已

选报即将举行的活动」栏内查阅其成功报考之考试。「已选报即将举行的活动」栏

内之资料，包括考试名称、试卷、日期、时间及地点。  

 

3. 如 CIIA 考生之报考不成功，学会会收取不得转让及退还之行政费用港币 100 元，

并会向 CIIA 考生全数退回考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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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报考申请不被接纳，学会接待处职员会即时将考试报名表格退回给报考人士。 

 

• 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或以后成功报考 CIIA 期终资格考试之 CIIA 考生，可登入学会电子

服务网站，并在「收据」栏内列印/重新列印正式收据。 

 

• CIIA 考生在相关考试日期起计算 6 年内可向学会递交书面申请，要求学会发出正式收据

的列印本。学会会就每张收据向申请人收取港币 100 元的行政费用（有关付款方式请参

阅学会网站）。所有费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 

 

7.5 特别安排 

 

学会可为伤残人士或有特殊需要的 CIIA 考生作出特别安排。为了让学会有足够时间作出适当

的考试安排，需要特别安排的申请人士须于递交考试报名表格的同时，以书面形式连同有关证

明文件(如有关残疾所需要之特别安排之医生证明)向学会提出申请。如 CIIA 考生透过学会电子

服务网站报考 CIIA 期终资格考试，须于成功报考 CIIA 期终资格考试后的２个工作天内，向学

会递交书面申请及有关证明文件。学会或会向有关 CIIA 考生收取额外费用。 

 

7.6 付款 

 

7.6.1 费用 

 

考生注册 港币 1,300 元 

期终资格考试 提早报名 正常时间报名 

卷一 港币 3,500 元 港币 4,400 元 

卷二 港币 3,500 元 港币 4,400 元 

*所有费用概不得转让。学会可随时调整上述考试之考试费用。若有任何调整，学会将

于学会接待处及/或网址公布。 

 

7.6.2 付款方式 

 

申请人可透过学会网站内所列出之其中一种方式支付费用。 

 

所有未能成功缴付费用的申请将会被拒绝。 

 

7.7 更改考试语言 

  

• CIIA 考生如欲更改于注册时所选择的考试语言，可于 CIIA 期终考试时间表的一般报考截止

报名日期( )前向学会提出书面申请。 

 

• 学会会向 CIIA 考生收取港币 500 元的行政费用（有关付款方式请参阅学会网站）。所有费用

概不得转让及退还。 

 

• 学会于收到 CIIA 考生的书面申请及行政费用后会寄发确认电邮与该 CIIA 考生，以确认其其

后报考之所有 CIIA 期终考试的考试语言将会被更改。 

https://www.hksi.org/hk/payment-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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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IA 考生若须再次更改考试语言，须重新按上述程序再次递交书面申请及缴付港币 500 元的

行政费用。 

 

• 于注册时选择以简体中文为其考试语言的 CIIA 考生，如报名参加 9 月之考试，本会将会自动

更改该考生之考试语言为英文(每年 9 月之考试的试卷只提供英文版)，该考生会获豁免港币

500 元的行政费用。此项安排并不影响 CIIA 考生期后再次参加考试时以简体中文为其考试语

言。 

 

• 学会可随时调整上述行政费用。若有任何调整，学会将于学会接待处及/或网址公布。 

 

7.8 准考证  

 

• 准考证上均印有考试日期、时间及地点、考生座位编号及其个人资料。 

 

• 通常于考试前约 6 个工作天起，CIIA 考生可透过学会电子服务网站中「已选报即将举行的活

动」栏内查阅及打印其已报考试卷的准考证。CIIA 考生应注意该准考证只会于指定期限内显

示，并在相关 CIIA 期终考试后一日被删除。 

 

• 准考证必须印在两面绝对空白之白色 A4 纸上。若准考证多于一页，CIIA 考生必须以一页一

张的形式，在符合上述规格的 A4 纸上打印，并于笔试模式考试时出示所有页数。 

 

• 于考试当日，CIIA 考生必须携带其打印的相关准考证作验证身份之用。 

 

• 准考证上的资料均取自学会的内部记录，该等记录在各方面都具决定性及作为最终凭证。学

会概不负责 CIIA 考生在打印准考证上的任何错误。如 CIIA 考生打印出来之准考证与学会的

记录之间存有差异，概以学会记录为准。 

 

• 学会概不负责替任何 CIIA 考生打印准考证，CIIA 考生须自行打印。 

 

• CIIA 考生如发现准考证上的资料有误，或未能上网查阅及列印准考证，应在相关考试前至少

１个工作天与学会考试服务组联络，否则该 CIIA 考生有可能未能应考。 

 

 

8. CIIA 考生之责任                                                                

 

CIIA 考生应确保向学会提交的资料是真实和正确。未能执行上述任一项可能会导致在其名字从 CIIA

考生名册中被删除。时刻检查/更新其注册状态绝对是 CIIA 考生的个人责任。 

 

8.1 更改个人资料 

 

• CIIA 考生的个人资料(如电邮地址、电话号码、地址等)如有更改，必須立即透過學會學會电

子服务网站內的「個人档案」作出修改。 

 

• CIIA 考生应及早通知学会有关更改，否则将延迟或无法收取相关考试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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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删除注册记录 

 

• 不论任何原因，若 CIIA 考生希望其名字从 CIIA 期终资格考试的注册考生名单中删除，他/她

应实时发信通知学会。 

 

• CIIA 考生若与学会或 ACIIA 有任何欠款，学会或 ACIIA 可决定从 CIIA 期终资格考试的注册

考生名单中删除其名字。 

 

• CIIA 考生亦可能因纪律原因，其名字在 CIIA 期终资格考试的注册考生名单中被删除。详情

请参阅 CIIA 期终资格考试考试规则。 

 

 

9. 考试                                                                                    

 

9.1 考试规则 

 

CIIA 考生必须在参加考试前详细阅读本指引附录一所刊载的 CIIA 期终资格考试考试规则。CIIA

考生如未能遵守任何考试规则，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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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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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t , ACIIA）报告违反考试规则的 CIIA 考生的资料。 

 

此外，学会不会向涉嫌违反任何考试规则的 CIIA 考生发放考试成绩，该 CIIA 考生亦被禁止参

加学会的所有考试直至学会完成整个处理涉嫌不当行为个案的程序，且相关考生未有被取消考

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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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出席考试 

 

CIIA 考生必须于指定时间前往指定试场应考 CIIA 期终资格考试。学会建议 CIIA 考生于 CIIA 期

终资格考试开始前至少１５分钟抵达指定试场。CIIA考生必须携带其有效的香港身份证或护照，

及其列印的相关准考证作验证身份之用。除非获主考员或监考员批准，否则 CIIA 考生必须根据

准考证上列印的编号就座。 

 

9.3 缺席考试 

 

CIIA 考生如在考试当日未能应考，其考试成绩将被评为「缺席」。缺席的 CIIA 考生一概不会获

安排于其他试期应考，其已缴付之费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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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考试成绩                                                                           

 

10.1 成绩 

 

• 考试成绩将被评级为： 

PASS (即通过考试)或 

FAIL (即未能通过考试)或 

ABSENT (即缺考) 

 

CIIA 考生可于考试后约 3 个月透过学会电子服务网站查阅其考试评级。 

 

• 正式的考试成绩通知书将在有关考试日期起 1 年内显示在学会电子服务网站内供考生下载及

打印。 

 

• CIIA 考生可向学会递交书面申请，要求成绩通知书的列印本。学会会收取每张港币 100 元行

政费（有关付款方式请参阅学会网站）。考试成绩通知书会以邮递方式寄发予相关考生。所有

费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 

 

• 学会可随时调整上述行政费用。若有任何调整，学会将于学会接待处及/或网址公布。 

 

• 在任何情况下，学会均不会透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 CIIA 考生其考试成绩。 

 

10.2 考试成绩上诉 

 

• 学会在任何情况下概不接纳或考虑 CIIA 考生对考试成绩的上诉。 

 

10.3 考试成绩通知书及证书遗失或损毁 

 

• 在遗失或损毁考试成绩通知书，或在学会电子服务网站显示期后，CIIA 考生可于相关考试的

考试日期起计算 6 年内透过电子服务网站「电子表格」栏中申请考试成绩证明书。 

 

• 学会会向申请成绩证明书的申請人收取港币 200 元（每份）的行政费用。有关付款方式请参

阅学会网站。 

 

• 申请人可于收到付款确认电邮后约 30 分钟登入电子服务网站内「电子表格」栏下之申请纪

录下载及打印其成绩证明书。下载连结于相关申请日期起 1 年内有效。 

 

• 考生可向学会递交书面申请，要求发出成绩证明书的打印本。学会会收取每张港币 100 元行

政费(有关付款方式请参阅学会网站)。成绩证明书会以邮递方式寄发予相关考生。 

 

• 遗失或损毁考试证书的 CIIA 考生可书面要求申请重发证书。学会会向申请人收取行政费用。 

 

• 学会可随时调整上述行政费用。若有任何调整，学会将于学会接待处及/或网址公布。。 

 

• 所有费用概不得转让及退还。  

https://login.hksi.org/login?language=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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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备试途径                                                             

 

• CIIA 考生(选择以简体中文为其考试语言)在确认成功注册后将免费获发一套 CIIA 考试指定用书

及公式集(简体中文版)。估计 CIIA 考生准备期终资格考试的自修时数最少为 250 小时，下列为

每个主题的分配时间比例： 

◼ 公司财务 10% 

◼ 经济学 10% 

◼ 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分析 15% 

◼ 固定收益证券估值与分析 15% 

◼ 股票估值与分析 15% 

◼ 衍生产品估值与分析 15% 

◼ 投资组合管理 20% 

                  100% 

上述估计自修时数只作参考。 

 

• CIIA 考生应确保他们在参加考试前所用之考试指定用书是正确版本。考试指定用书和公式集的

最新版本可在学会接待处购买。 

 

• CIIA 期终资格考试之考试样本试题和解决方案(只提供英文版)可在 ACIIA 网站下载。 

 

• 考试之参考阅读表单可浏览 ACIIA 网站(只提供英文版)。 

 

• CIIA 考生可于学会接待处购买历年试题(只提供英文版)。 

 

 

12. 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须知                                      

 

CIIA 考生应细阅「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须知」(见附录二)，以了解他们在提供个人资料予学

会时所负的责任及权利，以及学会如何使用或处理考生资料的方式。 

 

 

13. 修改                                                                                   

 

学会将应情况所需，保留修改任何费用、任何文件的内容，包括及不限于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IIA）

期终资格考试手册(手册)、CIIA 期终资格考试考试规则、考试时间表及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须知的权利。学会无须就修改任何费用、手册、考试规则、考试时间表及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须知而对考生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14. 查询                                                                                     

 

热线： (852) 3120 6100  (服务时间内接受查询) 

电子邮箱： exam@hksi.org 

网址： www.hksi.org  

地址：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979 号太古坊康桥大厦 17 楼 

服务时间：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30 分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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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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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入试场的个人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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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一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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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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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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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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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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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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IIA 考生未经许可擅自离开试场； 



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IIA) 

期终资格考试手册 
 

附录一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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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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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须知 

 

《个人资料 (私隐) 条例》(下称「条例」)已于 1996 年年底实施，本说明让考生了解他们在向香港证

券及投资学会提供个人资料时的权利和责任，以及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如何运用和处理考生个人资料。 

 

1. 由注册至保留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IIA)证书，如 CIIA 考生的个人资料有变，须通知香港证券

及投资学会。 

 

2. 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运用 CIIA 考生的个人资料作下列用途： 

a. 处理报考及业务推广事宜； 

b. 通知 CIIA 考生有关考试资料； 

c. 保存 CIIA 考生记录； 

d. 向 CIIA 考生发放考试成绩； 

e. 把 CIIA 考生的全名及被授予 CIIA 称号上载到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alyst , ACIIA）网页(除部份 CIIA 考生以书面特别

要求不欲其成绩上载于 ACIIA 网页)； 

f. 应 ACIIA 要求，核实 CIIA 考生任何与考试有关的资料; 

g. 向 ACIIA 报告违反考试规则的 CIIA 考生的资料; 

h. 转交、发放、披露或提供予 ACIIA 用作监察、核实及进行核对（包括《个人资料(私隐)

条例》（第 486 章）第 2 条所界定的“核对程序”）的目的，以及为协助 ACIIA 执行和

履行其职能的其他相关用途； 

i. 通知 CIIA 考生有关任何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认为适合 CIIA 考生之活动、课程、考试、产

品或服务的资料； 

j. 处理 CIIA 期终资格考试相关课程之事宜； 

k. 进行研究或统计分析； 

l. 推广及提供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或其他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

指定人士提供的资料; 

m. 发放予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代为执行、进行或举行考试及/或课程的有关人士及代表香港

证券及投资学会代为执行、进行或举行考试及/或课程的任何人士；及  

n. 其他有关用途。 

 

3. 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将对 CIIA 考生的个人资料保密，但在工作过程中，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可

能会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将考生所提供的资料，与本身的记录比较、移交或交换。「记录」

指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所持有/日后取得作上述或其他用途的资料。 

 

4. 根据该条例，CIIA 考生有权查阅或更正其个人资料，惟须符合条例所定的方法和限制。CIIA 考

生须留意，考试所用试题簿(可能载有 CIIA 考生个人资料)，会于考试结束后一年销毁。 

 

5. 条例亦订明，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可向查阅资料的人士，收取合理行政费用。 

 

6. CIIA 考生如欲查阅或更正其个人资料，可以书面方式向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提出。 

 

7. 如 CIIA 考生不希望收取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所举办的活动、课程或考试的资料，请以书面通知

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