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受益终身的核心素养

2020 加拿大初级科学奥赛考生行为规范
一、证件要求
1.

考生必须带齐准考证、身份证/护照/户口本，方可进入考场。如未携带准考证或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因身份无
法确认，该考生将被拒绝进入考场，考试费不予退还。

2.

对身份证件的规定如下：

1） 中国大陆考生参加考试，必须携带唯一有效的证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身份证法》，任何居民无论是何年龄，均可向户籍所在派出所申领身份证。特别提醒未申领身份证的青少
年考生提前办理，以免影响考试。
2） 香港、澳门地区考生必须持有效的香港、澳门身份证原件、港澳通行证原件或护照原件。
3） 台湾地区考生必须持有效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原件。
4） 非中国籍考生必须持有效的护照原件报名及参加考试，护照上显示考生姓名、照片和签字。
5） 不对外开放的考点学校考生，可携带学生证和准考证参加考试。
3.

注意：

1） 证件上的所有个人信息必须与报名时填写的信息完全一致。同时要确保考试时，所持证件处于有效期内。
2） 非中国籍考生所持外国护照上如没有中国签证属于无效证件（中国政府规定免签国家除外）。报名及考试时考
生如有任何疑问，可在工作日拨打客服电话咨询：010-84828941。
二、阿思丹学分管理系统
1.

所有同学参加 ASDAN 中国（阿思丹学院）各类素质教育项目所取得的成绩、认证与奖项都将自动换算为不同
的阿思丹学分。ASDAN 中国办公室（阿思丹学院）将逐步推动阿思丹学分成为同学将来获得国际顶级学术项
目录取资格、相关项目与大学奖学金申请、国外大学留学申请、国内大学自主招生推荐以及部分国外大学条件
录取的综合素质评价重要依据！

2.

考生须在报名后，在 ASDAN 中国官网登录阿思丹学院：academy.seedasdan.org/login 领取 ASDAN 学号，
操作指南可参考官网《阿思丹学号认领指南》；

3.

考生登录阿思丹学院：academy.seedasdan.org/login 可进行考点选择、组队、准考证下载、证书下载及学
分查询等。

三、考生入场要求
1.

考生要严格按照准考证上的要求，合理安排时间，至少开考前 15 分钟到达考场教室。

2.

考试需携带：

1)

有效身份证件和准考证（必须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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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B 铅笔、橡皮及其他必要的文具；

3)

纸质印刷版的英汉字典；

4)

不含任何编程和记忆存储功能的简单计算器；

3.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考生，因身份无法确认，将被拒绝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并不退还考费或改期安排考试：
• 未携带准考证或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 所持证件与准考证上显示的信息不一致；
• 准考证上的照片、有效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明显不符；

四、考试中须注意事项
1.

考生答题前应在试卷和答题纸上认真填写考试信息。凡因答题纸中栏目漏填涂、错填涂或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的，由考生本人承担引起的一切后果；

2.

统一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开始答题；

3.

正式开考 10 分钟后，任何考生禁止进入考场；

4.

考生必须严格按要求答题。按照试卷上的要求，使用规定的文具进行作答；

5.

考生只能在指定位置书写，不按规定要求填写和做答的，一律无效；

6.

考生遇试卷分发错误或试题字迹不清等情况应及时向监考人员报告，未报告者由本人承担一切后果。涉及试题
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

7.

开考后，除疾病等极其特殊的情况外，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

8.

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9.

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时，考生要立即停止答题，将试卷反面放在桌上，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监考人员清点试
卷，经监考人员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

10. 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人员进行正常工作。对扰乱考场秩序、恐吓、威胁监
考人员的考生将交公安机关追究其责任，并通知其所在学校或单位。
五、在考场内考生不得出现以下行为：
1.

以不正当方法获悉试题内容或相关考试的信息；

2.

在考试期间参考、翻阅或作答并非该考试环节应使用的试题；

3.

使用任何违禁物品；

4.

在考场内摄影、录音或录影；

5.

携带食物或饮品进入考场；

6.

在考试结束前，擅自离开考场；

7.

意图将考试试题或其他有关资料携离考场；

8.

在考试期间试图给予或接受援助，作弊、或通过任何方式与其他队伍考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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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企图代替他人考试；

10. 对他人造成滋扰；
11. 其他监考老师禁止的考试行为；
六、考生监督
1.

考生监督：所有参考考生发现有违纪现象都有权向考场监考老师反馈，也可以直接向中国赛区组委会反馈：监
督电话 010-84828941；对于考生提供的违纪线索，经核实确认后，中国赛区组委会将提供奖励。

2.

如发现作弊，将立刻取消考试资格，并且将在网站上通报违纪信息看，涉嫌作弊的学生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证
书。

七、退出政策
同学报名缴费之后，由于临时有事可以申请退出。在报名截止日之前申请，将扣除报名费的 25%作为学术材料
费及服务费；报名截止日之后申请，将不予退费。
八、问题咨询
1.

考试有关信息查询，请参见（www.seedasdan.org/jsoc）上公布的有关内容。

2.

如有问题，请扫描下方对应区域学科竞赛顾问二维码进行咨询：

加拿大初级科学奥赛(JSOC)中国区组委会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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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加拿大初级科学奥赛考生考试须知
一、考试基本规则
1.

考试语言：中英文

2.

比赛方式：个人比赛，试卷笔试；

3.

考试时间：2020 年 5 月 30 日（周六）上午 9:30-11:00；
考试时长为 90 分钟，中途无休息，请考生合理安排考试时间

4.

考试地点：考点学校

5.

比赛题型：选择题

6.

奖项设置：
全国奖项：
满分奖（Perfect Score)：获得满分
一等奖（High Distinction)：排名前 5%
二等奖（Distinction）：约排名前 20%
三等奖（Credit）：约排名前 50%

二、入场要求
1.

入场时间：2020 年 5 月 30 日上午 9:00-9:15

2.

入场需带：

1)

符合规定的身份证件、准考证

2)

2B 铅笔、橡皮，用于涂卡；

3)

纸质印刷版的英汉字典；

4)

不含任何编程和记忆存储功能的简单计算器。

三、考试日程及咨询
1.

考生须在报名后登录 ASDAN 中国官网（www.seedasdan.org/jsoc），点击网页右上角“我的报名”-“考点
选择”进行考点选择，考点选择需要在考前两周前完成。

2.

考生请在考试前 3 天，登录 ASDAN 中国（www.seedasdan.org/jsoc）网站，点击“我的报名”-“准考证”，
下载准考证。

3.

考试成绩查询：考试结束 6 周后，所有成绩将在 ASDAN 理科竞赛服务号上公布。届时，学生可登录 ASDAN
中国（阿思丹学院）官网（www.seedasdan.org/jsoc）进行成绩查询。

4.

证书下载：成绩公布后，考生可登录思德学院（http://academy.seedasdan.org/login）进行证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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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 ASDAN 理科竞赛服务号，方便获取考试资讯。

阿思丹理科竞赛服务号
6.

阿思丹学院

如有问题，请扫描下方对应区域学科竞赛顾问二维码进行咨询：

四、常见问题
1.

由于临时有事，不能参加考试，可以退费吗？
答：同学报名缴费之后，由于临时有事可以申请退出。在报名截止日之前申请，将扣除报名费的 25%作为学术
材料费及服务费；报名截止日之后申请，将不予退费。

2.

可以携带哪些东西进入考场吗？
答：可以携带：

①有效身份证件、准考证（必须携带）
②无任何涂写标记的印刷版的英汉字典
③无编程（非图形）计算器
④考试允许使用的文具：2B 铅笔、橡皮和尺子等

3.

不可以携带哪些东西进入考场吗？
答：禁止携带：①各种通讯工具(如手机、寻呼机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请
务必把手机关机，否则取消考试资格）
②食品、饮料和香烟
③草稿纸（试卷册上附有草稿纸，撕下使用即可）、笔记和参考资料

4.

未携带准考证/身份证/护照/户口本，允许进入考场吗？
答：若没有携带准考证与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或无法证实考生身份的情况，监考老师有权不让其参加考试；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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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携带准考证，经监考老师核实身份后还是可以参加考试的。
5.

迟到可以进入考场吗？
答：迟到 10 分钟后不准进入考场。

6.

可以提前提交试卷吗？
答：提交试卷不得早于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7.

考试期间可以与监考老师进行交流吗？
答：除特殊情况外，不允许与监考老师讨论任何关于试卷题目的问题，不能影响其他考生考试。

8.

可以将试卷册或草稿纸带出考场吗？
答：不准将试卷册或草稿纸带出考场。

9.

若走错考场或找不到自己的考试教室，考场教室信息表里没有自己的信息，允许参加考试吗？
答：如遇此类情况，只要有准考证和个人身份证明，监考老师允许其进入考场的空考位参加考试。

加拿大初级科学奥赛(JSOC)组委会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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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or Science Olympiad of Canada (JSOC)
准考证号/Exam Code:
考生姓名/Name：
年级/Grade:

性别/Gender：

考生证件号/ID Card/Passport No.：
考生学校/School：
考点学校/Exam Center：
考点学校地址/Exam Center Address：
考场教室/Exam Classroom：
考试日期/Exam Date：30th May.2020
考试时间/Exam Time：9:30am - 11:00am (90 min)
答案与最终结果公布在微信平台

注意事项/Notes:
1.

考生必须带齐准考证、身份证/护照/户口本，方可进入考场。
Participants must bring the admission ticket, and ID card/passport/register.
2. 考生自备 2B 铅笔和橡皮。
Participants need to bring 2B pencils and eraser.
3. 考生可以携带简单计算器和纸质版字典。
You may bring the simple calculator without any program functions, English to Chinese dictionary (printed version).
4. 严禁将寻呼机、移动电话、电子记事本等电子设备带至座位。
Participants are not allowed to bring their phones or electronic equipment to their seats.
5. 考试前 30 分钟可以进入考场，考试开始 10 分钟后，不得入场。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enter the exam room 30 min before the competition starts but are restricted from entering
the exam hall after 10 min past the starting time.
6. 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不得退场。
Participants are not allowed to leave the exam room until 15 min before the competition ends.
7. 考试结束后退场，须经监考人员认可。
After the competition ends, Participants can leave.
8. 严禁将任何考场所发的材料带出考场。
Participants are not allowed to bring any exam paper out of the competition center.
9. 最终获奖结果将于考试结束 6 周后在 ASDAN 官方微信平台上公布，同时考生可以登录 ASDAN 官方报名平台
查询成绩和下载证书。
The awards will be announced on Wechat (ASDANCHINA) about 6 weeks after exam. Meanwhile, participants can
check scores and download certificates through the registration website.
10. 如有作弊或者抄袭者，将取消成绩，并无法获得任何证书。
If participants are found to have cheated, they will not receive any certif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