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試的主要程序
第二部分：筆試的考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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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預備場地

 教育局已公布全港學校繼續停課至2020年4月19日

 盡早與學校商討,避免考試當日在試場附近進行工程或嘈
吵的活動

 促請其他教職員和同學合作,在考試期間保持試場環境安
靜

 停課期間,應關掉試場及聆聽卷別特別室内及外的校鈴及
廣播系統；待學校復課後,應關掉或減低試場及聆聽卷別
特別室外的校鈴及廣播系統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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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於考試日早上7:15至8:00(聆聽及綜合能

力考核於早上7:45至8:45),收訖當日試卷,
妥善保存試卷,在收據上蓋上校印

 開考前30-40分鐘,向監考員(包括特別室
監考員)概述當日考試的各項安排

 卷一及卷二：監考員應在開考前45分鐘

（即上午7:45）報到

 卷三 ：監考員應在上午8:30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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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學校資訊科技技術員應於開考前20分鐘完成

安裝及啓動PECSS

 在「監考員出席紀録表」填寫禮堂監考員的

出席紀録及在他校委派監考員的「交通費用

申領表」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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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考生入座前,派發考試用品(考試用品已於3

月中旬送抵試場)及考生個人電腦條碼紙

 考生入座後,給予充足時間檢査電腦條碼紙
及各項考試用品

 補充答題紙(樣本) 乃A3大小摺成A4式樣,
切勿將之撕開使用

 每頁只供作答一條試題,但考生可在同一張
補充答題紙的分頁上作答不同試題及在每
一頁上填畫正確試題編號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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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把試場編號、試場名稱、科目及卷別按以下格式寫

於黑板上
試場編號：A0001
試場名稱：甲乙丙學校
科目 ：中國語文科
卷別 ：卷一 (閱讀能力)
考試時間：請於開考後填寫實際考試時間

30

試場編號 ：A0001
試場名稱 ：甲乙丙學校
科目 ：中國語文科
卷別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應考語文 ：廣東話組
電台頻道 ：請參閱第(三)丙部第1.6(2)段
廣播開始時間：請於廣播開始後填寫實際時間
廣播完結時間：請於廣播完結後填寫實際時間
考試完結時間：請填寫考試完結時間

(即將廣播完結時間加上1小時15分鐘)

卷三

卷一及卷二



考試程序（開考前）

 預備作第一項宣布前,先安排一位監考員
於試場入口派發「手提電話提示卡」給遲
入試場或遲到考生

 於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廣東話組),不需
於禮堂派發「手提電話提示卡」,於上午
9:45後抵達試場的考生,指示他們前往特
別室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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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電話提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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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按試場主任手冊作出宣布

 指示考生檢査及收起所有違規物品。宣布派

發試卷後如發現有違規物品,考生會被扣分

 指示考生檢査手提電話（包括響鬧功能）及

其他電子器材,確保已關掉(如可能的話,宜

把電池取出),將其放於座椅下的當眼處

 指示考生在正確座位就座,檢査個人電腦條

碼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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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指示考生檢査考試用品（答題簿／草稿紙）

 檢査試卷封包是否該節考試,然後在考生及監
考員面前開拆(註:如有增設額外課室,請依照
「在試場實施的防疫措施及應變安排」有關部
分投影片所述的程序處理)

 確定試卷數目足夠,才分發試卷／試題答題簿

 卷三：試題答題簿及閱讀材料只需分派給出席
考生,不用派發在缺席考生的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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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35

 於卷二及卷三考試,如在派發試卷時發現考生
的草稿紙上有任何筆跡,監考員應立即將其收
回並更換

 於卷一及卷二考試,指示考生檢査試卷／試題
答題簿是否有漏印或頁次顛倒情況。宣布開
考後,考生須在答題簿／試題答題簿上填寫考
生編號及張貼電腦條碼貼紙



考試程序（開考前）

 在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考試廣播將

提示考生檢査試題答題簿、在試題答題簿上

填寫考生編號及張貼電腦條碼貼紙

 指示考生於檢査完畢後合上試卷/試題答題簿

 如有特別通告(在一螢光黃色信封內),應向考

生宣布,並寫於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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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後）

 於卷一及卷二考試：宣布開考後,把實際的
開考時間及正確的完卷時間寫於黑板上

 考試完結前,任何人士不得將試卷帶離試場

試場編號：A0001
試場名稱：甲乙丙學校
科目 ：中國語文科
卷別 ：卷一 (閱讀能力)
考試時間：8:30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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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後）

 根據試場內的時鐘或試場主任的手錶計時,

並清楚告知考生

 利用PECSS電腦桌面上的電子計時器作考試
時間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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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及考試時間

按此開始倒數

考試時間倒數



考試程序（開考後）
核實考生身分及點名時,留意：

1. 考生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上的照片是否與考
生本人相符（以排除他人代考）

2. 准考證上的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是否與身
分證明文件所印的相同

3. 准考證是否印有與考的科目／卷別

4. 電腦條碼貼紙及准考證上的考生編號是否相同

經核對身分證明文件後,如對考生的身分有懷疑,可
透過PECSS向考評局支援中心查詢,或致電支援中心
熱線(3628 8380)或試場主任熱線(3628 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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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後）

利用條碼掃描器掃描列印在考生准考證上的電
腦條碼及其個人電腦條碼紙上其中一個貼紙

點算出席後,將掃描器放在掃描器讀取卡座上,
以便系統讀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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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後）
 卷三：上述點名程序須於上午9:50前完成(開考前)

 如果有考生在點名之後前往特別室,試場主任應該
在系統的「出席紀録」版面點選有關考生,然後按
「前往特別室」作特別標明,以免禮堂的收集答卷
數目與出席考生的人數不符

 如在加開課室有考生在點名後前往「特別室」,課室
監考員請在「考生由加開考室轉往特別室應考」記
錄表記錄有關考生資料,然後在聆聽考試結束後將表
格交回禮堂試場主任

 禮堂試場主任在收到有關表格後,將有關表格放入
「聆聽卷別特別室考試報告書及答卷封套」内並交
回考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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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後）

 卷一及卷二：開考後約30分鐘,收集缺
席考生的試卷、答題簿／試題答題簿及
電腦條碼紙

 卷三：於開考前收集缺席考生的電腦條
碼紙及草稿紙

 收集電腦條碼紙後,利用條碼掃描器掃
描缺席考生的電腦條碼紙,然後將掃描
器放在讀取卡座上,以便系統讀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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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後）

早退考生

 卷一及卷二：開考後30分鐘至完卷前15分
鐘,考生可早退

 卷三：考試結束前,考生不得提早離開試場

 未得試場主任／監考員准許,考生不得擅自
離開試場,否則會被扣分

 開考後倘有考生要求早退,請完成該考生的
點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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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後）

檢査考生答卷上是否已填寫考生編號、
貼上電腦條碼貼紙及填妥試題編號方格,
才讓考生離開

提醒考生不可把試卷帶離試場

早退考生的答卷及試卷與其他考生的一
起收集

如有特殊情況或考生要求於規定時間以
外早退,須填寫SR4g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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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後）

 遇有異常情況,向考評局詳細報告（如懷疑
作弊、與手提電話或其他電子器材相關的
異常情況、考生的准考證未有印上與考科
目等）

 指示有關考生於完卷後留下填寫及簽署報
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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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完卷前）

 於完卷前15及5分鐘,提示考生剩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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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15分鐘

最後5分鐘

考試完結



考試程序（完卷前）
 完卷時,指示考生立即停止作答,停頓10秒以

確定所有考生遵從是項宣布
 在作出「停止作答」宣布（即「請放下所有

文具」）後的10秒停頓期間,試場主任應留
在講臺上留意考生是否遵守「停止作答」規
定,監考員須留意有沒有考生仍在答卷上作
答（包括書寫、擦掉／刪除答案、手持文具、
張貼個人電腦條碼貼紙或填寫試題編號）

 如有考生違反「停止作答」指示,應在其答卷
上以紅筆圈劃考生於宣布後所書寫或删改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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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完卷後）

 於收集答卷時

 考生如未曾填寫考生編號,監考員可讓考生在

其監督下補填

 考生如未曾在答題簿／試題答題簿封面貼上

電腦條碼貼紙,監考員應指示考生在其監督下

在該封面貼上電腦條碼貼紙,惟個案必須記録

在SR4b報告書,並要求考生在報告書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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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完卷後）
 掃描貼在每份答卷封面上的電腦條碼貼紙。完成掃

描後,把掃描器放在讀取卡座上,讓系統讀取資料

 査核系統中的「摘要報告」及「差異報告」,以確

定答卷的數目與出席人數相符

 收集電腦條碼紙（無論有否剩餘電腦條碼貼紙）並

放入指定封套

 確定所收答卷數目與出席人數相符後,方可讓考生

離開

 處理和點算由加開課室及所有特別室交回的答卷和

掃描器,並把資料上載至考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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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完卷後）

 按答卷封套上的座位編號範圍,將答卷放入
相關封套；答卷封套必須用繩包紮好

 如有異常情況,應即場與有關監考員跟進有
關事項,妥善處理所有事項後才讓監考員離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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