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試場實施的防疫

措施及應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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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建議,於考試期間採取多項預防
感染及應變安排措施,務請試場學校留意：

A.考試前的預備工作
 進行筆試的禮堂或課室,學校可於停課期間盡量使用校內空

間,以擴闊考生座位之間的距離,部分考生會被安排調往未有
列於其准考證上的考室應考,包括同一試場學校其他考室或
其他學校試場(註:新試場的資料未有於准考證上更新),在這
情況下,學校試場需要為有關考生重新編排座位

 安排一位學校老師擔任副試場主任,負責統籌由禮堂調往課
室試場的工作,並安排領取／派發試卷及將答卷交回禮堂

 按所開課室數目安排學校老師擔任課室監考員(每間課室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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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編排考生座位表(禮堂)

禮堂(原先座位表)
座位編號001-180

禮堂(更新座位表)
座位編號001-100

(禮堂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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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編排考生座位表

(由禮堂調至課室)
課室1
座位編號101-120

課室2
座位編號121-140

課室3
座位編號141-160

課室4
座位編號161-180

禮堂
座位編號001-100

(禮堂試場適用)



重新編排考生座位表(課室)

課室3
A1001座位編號021-030
A1002座位編號021-030

A1001課室(原先座位表)
座位編號001-030

A1001 課室1(更新座位表)
座位編號001-020

A1002課室(原先座位表)
座位編號001-030

A1002 課室2(更新座位表)
座位編號001-020

(課室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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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試場門口張貼告示(註：若試場學校於同一日開設一般
試場及特別試場,請小心處理這兩種試場的更新座位表,以
免考生混淆)

 在課室門口張貼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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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試場 座位編號 轉往 樓層／房號

A1000(禮堂)

101-120 課室1 2樓201室

121-140 課室2 2樓202室

141-160 課室3 2樓203室

161-180 課室4 2樓204室

課室1
(2樓201室)

試場編號：A1000
座位編號：101-120

1. 考試前一日

(禮堂試場適用)



試場指示樣本(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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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試場門口張貼告示(註：若試場學校於同一日開設一般
試場及特別試場,請小心處理這兩種試場的更新座位表,以
免考生混淆)

 在課室門口張貼指示

原定試場 座位編號 轉往 樓層／房號

A1001(課室) 001-020 課室1 2樓201室

021-030 課室3 2樓203室

A1002(課室) 001-020 課室2 2樓202室

021-030 課室3 2樓203室

課室3
(2樓203室)

1. 考試前一日

試場編號 座位編號

A1001(課室) 021-030

A1002(課室) 021-030

(課室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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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場指示樣本(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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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試當日
 試場提早於早上7時50分開始讓考生進入以便考試可於早上8時30分

開考

 學校須保持試場室內空氣流通(例如開啟窗戶及空調等),環境清潔

和消毒

 大部分試場司入口會設置體溫監察站(註：部分由考評局提供的體
溫監察器需於使用前一小時啓動,請參閱供應商提供的指引),如遇

體溫監察器失效,可使用耳探／額探熱器為每位考生探熱

 考生進入試場前,必須戴上自備外科口罩及使用設於試場入口或自
備的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監考員須檢查考生是否已填妥及簽署「考生健康申報表」,於開考
前收集及放於一個由考評局提供的透明膠袋內,並寫上試場編號,於

每日考試後連同「考務人員健康申報表」交回考評局

 考評局會為試場提供適量的防疫用品,包括外科口罩(供監考人員使
用)、耳探／額探熱器、消毒紙巾、搓手液、手套等。如需補給,請
聯絡考評局(電話：3628 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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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溫監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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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考生體溫逹到38度或以上或在考
試日前14天內曾到內地或須接受強

制隔離的國家／地區,監考員應要求
考生回家休息或盡早向醫生求診,並
填寫有關報告書

 留意是否有考生超出體
溫監察警界線

 如有,需為該考生先進行
額探(第二次探熱)

 如體溫超出38度,考生可
稍作休息再進行耳探(第
三次探熱),以耳探溫度
為準

監考員需要嚴格執行以下程序：



「考生健康申報表」

12

021021

Chan Tai Man 28 March 2020
20xxxxxxx A1800

Chemistry

Tm Chan

021



「考務人員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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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0
6 April 2020

ABC School
Libe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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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考生於其健康申報表上三項申報其中一項答「否」,試
場主任／監考員應派發「有關考生出現發燒及／或急性呼吸
道感染徵狀須知」SRf(Notes)予有關考生,讓其了解考生因
病或其他特殊情況缺席考試的安排

 著該考生填寫SR4g報告書及簽名,連同健康申報表放入「特
別報告書及有關答卷／答題紙封套」交考評局跟進

 如考生拒絕合作或作出虛假、不完整或誤導申報,將會受到

懲處甚或被取消考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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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考前
 監考員應在開考前 45 分鐘(即7時45分)抵達試場。聆聽

卷別：監考員應在8時30分抵達試場,並完成體溫檢查及健

康申報程序
 試場主任向禮堂及課室(如適用)監考員概述當日考試的各

項安排,檢查當日考試需使用的文具（答題簿／補充答題

紙／草稿紙）及考生個人電腦條碼紙,並將上述物品分發
給各課室監考員(註：考試用品已於3月中旬前送抵試場,
試場主任需於3月19日前檢查及核實數量)

 考生入座前(最遲於開考前20分鐘讓考生進入),安排監考
員派發考試用品及考生個人電腦條碼紙

 將部分ASTS電腦條碼掃描器分發給課室監考員(註：視乎
課室的容量,約2-3個課室共用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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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考前

 如有額外課室,試場主任及副試場主任應在8時10分左右,
在禮堂考生和一位外校監考員的見證下開拆試卷,按各
課室考生人數(另加一份給課室監考員)將適當數量的試
卷放入由考評局提供的封套內並由試場加上標示,再將

試卷用膠紙封口後分發給副試場主任,讓其與該外校監
考員前往各課室將試卷分給各課室監考員(註:開拆第二
節試卷可在開考時間20分鐘前進行)

 如有額外課室,課室試場主任應在8時10分左右,在一位
外校監考員的見證下開拆試卷,按各課室考生人數(另加
一份給課室監考員)將適當數量的試卷放入由考評局提
供的封套內並由試場加上標示,再將試卷用膠紙封口後

與該外校監考員前往各課室將試卷分給各課室監考員
(註:開拆第二節試卷可在開考時間20分鐘前進行)

(禮堂試場適用)

(課室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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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試中

 考生必須戴上自備外科口罩,否則將被視作違規
 監考員在點名及核實考生身分時,可要求考生暫時除

下外科口罩以確認其身分
 考生若頻密打噴嚏／持續咳嗽,試場主任可安排他們

坐在試場內其他預留的座位或其他考室,以免影響其

他考生
 如有需要,考生可向試場人員要求提供外科口罩

5.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

 考生仍須戴上口罩,盡量到較空曠（及避免到人多擠
逼）的地方,惟活動只限於校方指定的地方

 學校應開放位於各樓層的洗手間予考生和監考人員使
用,可安排考生分批離開考室和前往洗手間,避免出現
人多擠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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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試完結
 課室監考員必須確定所收集的答卷數目與出席人數相符

後,方可讓加開課室的考生離開
 將以下物品放入相關封套內並用膠紙封口後,交回副試

場主任／課室試場主任:
 答卷
 考試報告書(課室試場適用)
 SR4t報告書(考生前往洗手間)(如有)
 考試文具(電腦條碼紙、草稿紙等)
 掃描器(如有) ／「考生出席紀錄表」及「點名單」

 副試場主任／課室試場主任不需即日交回考試報告書及
SR4t報告書(只須於該試場所舉行的最後一節考試完畢
後將所有考試報告書及SR4t報告書(不論有否使用)一併
交回禮堂試場主任並交回考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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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試完結
 副試場主任處理和點算由加開課室交回的答卷、考試文

具和掃描器,並把資料交禮堂試場主任上載至考評局
 禮堂試場主任需按答卷封套上的座位編號範圍,將所有

答卷(包括加開課室的答卷)放入相關封套,答卷封套必
須用特別的黏貼封條封口並用繩包紮好。所有考試文具
及報告書應放入相關封套後交回考評局

(禮堂試場適用)



6. 考試完結

(課室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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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室試場主任處理和點算由加開課室交回的答卷、考試
文具和「考生出席紀錄表」及「點名單」

 課室試場主任需按答卷封套上的座位編號範圍,將所有答
卷(包括加開課室的答卷) 放入相關封套,答卷封套必須
用特別的黏貼封條封口並用繩包紮好。所有考試文具及
報告書應連同「考生出席紀錄表」及「點名單」放入相
關封套後交回考評局



6. 考試完結

 考生須聽從課室監考員指示,分批離開試場,以減低同一
時間過多考生擠迫在禮堂或課室出口

 學校須在下一考試日前清潔試場設備並以1比99稀釋家用
漂白水（金屬表面可使用70% 酒精）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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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聆聽考試的安排

以收音機廣播的試場
 由禮堂遷往課室應考的考生應盡可能使用同一模式廣

播考試內容,學校須檢查新增課室的收音機接收是否清

晰,以便考生可繼續使用自備的耳筒式收音機
 在試場門口張貼指示,讓需調往課室試場的考生於到達

試場後查看當日試場最新的廣播安排

 考試程序按相關語文科目試場主任手冊的指引進行

原定試場 座位編號 轉往 樓層／房號 廣播模式

A1000(禮堂)

101-120 課室1 2樓201室 收音機

121-140 課室2 2樓202室 收音機

141-160 課室3 2樓203室 收音機

161-180 課室4 2樓204室 收音機

(禮堂試場適用)



以收音機廣播的試場
 如有額外課室,由原先課室遷往其他課室應考的考生應盡可

能使用同一模式廣播考試內容,學校須檢查新增課室的收音

機接收是否清晰,考生可繼續使用自備的耳筒式收音機
 在試場門口張貼指示,讓需調往其他課室試場的考生於到達

試場後查看當日試場最新的廣播安排

 考試程序按相關語文科目課室試場主任手冊的指引進行

B. 聆聽考試的安排

原定試場 座位編號 轉往 樓層／房號 廣播模式

A1001(課室) 001-020 課室1 2樓201室 收音機

021-030 課室3 2樓203室 收音機

A1002(課室) 001-020 課室2 2樓202室 收音機

021-030 課室3 2樓203室 收音機

(課室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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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聆聽考試的安排

以紅外線系統或以學校播音系統的試場（中國語文
科（普通話組））
 由禮堂遷往課室應考的考生會被調往以學校播音系統或

其他器材廣播的課室應考,考生無須自備收音機
 在試場門口張貼指示,讓需調往課室試場的考生於到達

試場後查看當日試場最新的廣播安排

 考試程序按相關語文科目試場主任手冊的指引進行

原定試場 座位編號 轉往 樓層／房號 廣播模式

A1000(禮堂)

101-120 課室1 2樓201室 課室電腦

121-140 課室2 2樓202室 課室電腦

141-160 課室3 2樓203室 課室電腦

161-180 課室4 2樓204室 課室電腦

(禮堂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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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聆聽考試的安排

學校宜委派一位副試場主任,於開考前將以下考試
物品交予增設的課室監考員：
適用於紅外線系統或以學校播音系統的試場:
 載有每個課室試場1隻試音USB的封包(另有1隻備用試

音USB供任何一個課室試場有需要時使用
 載有每個課室試場1隻考試録音USB的封包(另有1隻備

用考試録音USB供任何一個課室試場有需要時使用)
 每個課室試場1份録音稿(載於考試録音USB封包內)

 考試報告書(課室試場適用)
 ASTS電腦條碼掃描器(註：約2-3個課室共用一部)
 當日考試需使用的文具（補充答題紙／草稿紙）
 考生個人電腦條碼紙

(禮堂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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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入座前,課室監考員應將文具及考生個人電腦條碼紙
派發在考生的座位上

 利用電腦條碼掃描器為考生點名及點算答卷(點名後不需
立即上載資料),待完卷後一併將答卷及電腦條碼掃描器
交回禮堂並上載資料到考評局

 試場主任及副試場主任應在9時30分左右,在禮堂考生和
一位外校監考員的見證下開拆試卷,按各課室考生人數
(另加一份給課室監考員)將適當數量的試卷放入由考評
局提供的封套內並由試場加上標示,再將試卷用膠紙封口

後分發給副試場主任,讓其與該外校監考員前往各課室將
試卷分給各課室監考員

(禮堂試場適用)



1. 聆聽考試的安排

課室試場主任需於開考前將以下考試物品交予課
室監考員(包括為課室試場加開的額外課室)：

 考試報告書(課室試場適用)
 當日考試需使用的文具（補充答題紙／草稿紙）
 考生個人電腦條碼紙

(課室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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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入座前,課室監考員應將文具及考生個人電腦條碼紙
派發在考生的座位上

 利用「考生出席紀錄表」及「點名單」為考生點名,待完
卷後一併將答卷、「考生出席紀錄表」及「點名單」交
回禮堂

 課室試場主任應在9時30分左右,在一位外校監考員的見
證下開拆試卷,按各課室考生人數(另加一份給課室監考
員)將適當數量的試卷放入由考評局提供的封套內並由試

場加上標示,再將試卷用膠紙封口後與該外校監考員前往
各課室將試卷分給各課室監考員

(課室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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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理考生由加開考室前往特別室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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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堂試場適用)



30

考生由加開考室
轉往特別室應考
表格



2. 處理考生由加開考室前往特別室的安排
 如在加開課室有考生在點名後前往「特別室」,課室

監考員應在「考生出席紀錄表」及「點名單」上將
該考生列作缺席,然後在聆聽考試結束後將「考生出
席紀錄表」及「點名單」交回課室試場主任

(課室試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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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禮堂試場及課室試場和其加開課室在安排上的分別

考試程序 禮堂試場 禮堂試場的加開課室 一般課室試場
(可容納30人)

課室試場(包括加開課
室)(容納少於30人)

點名方法 ASTS-電腦條碼
掃描器 ),點名
後需耍立即上
載資料

ASTS-電腦條碼掃描器 (註：
視乎課室的容量,約2-3個課
室共用一部),點名後不用立
即上載資料

「考生出席紀錄表」
及「點名單」

「考生出席紀錄表」及「點名
單」- 需按考生原來課室試場
編號及座位編號點名

派發試卷
(考試前)

由禮堂試場主
任派發數整包
試卷(每包內有

31份試卷)

由副試場主任及一位外校監
考員派發適當數量的試卷給
每一課室監考員(放於一個
由考評局提供的封套內)

由課室試場主任派
發一整包試卷(內
有31份試卷)給每
一課室監考員

由課室試場主任及一位外校監
考員派發適當數量的試卷給每
一課室監考員(放於一個由考
評局提供的封套內)

交回答卷
(考試後)

ASTS-電腦條碼
掃描器

禮堂試場主任
將答卷放於答
卷封套內,並交

回考評局

禮堂試場主任
在 ASTS上載資
料到考評局

ASTS-電腦條碼掃描器 (註：
視乎課室的容量,約2-3個課
室共用一部)

課室監考員將答卷放於有關
封套內,並交回副試場主任

禮堂試場主任需按答卷封套
上的座位編號範圍,將所有
答卷放入相關封套

禮堂試場主任在ASTS上載資
料到考評局

課室監考員將答卷
放於課室答卷封套
內,並交回課室試

場主任

課室監考員將答卷放於有關封
套內,並交回課室試場主任

課室試場主任需按答卷封套上
的座位編號範圍,將所有答卷
放入相關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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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 禮堂試場 禮堂試場的加開課室 一般課室試場
(可容納30人)

課室試場(包括加開課
室)(容納少於30人)

聆聽考試的
廣播模式

考生自備耳筒式
收音機

應盡可能使用同一廣播模式
(即耳筒式收音機)

考生自備耳筒式收
音機

應盡可能使用同一廣播模式
(即耳筒式收音機)

以紅外線系統或
以學校播音系統
廣播,考生無須
自備收音機

以學校播音系統或其他器材
廣播(例如課室電腦)

考生前往特
別室的資料
更新方法

在ASTS上更新考
生的出席紀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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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錄表紀錄有關考生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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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生出席紀錄
表」及「點名單」
上將該考生的出席
紀錄改為「缺席」

在「考生出席紀錄表」及「點
名單」上將該考生的出席紀錄
改為「缺席」

有關試場的
總負責人

禮堂試場主任 副試場主任 課室試場主任 課室試場主任

3.禮堂試場及課室試場和其加開課室在安排上的分別



考生出席紀錄表 點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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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套(適用於禮堂試場的加開課室)

課室1
(2樓201室)

試場編號：A1000
座位編號：1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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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套(適用於課室試場的加開課室)

課室3
(2樓203室)

試場編號 座位編號

A1001(課室) 021-030

A1002(課室) 021-030



座位編號

答卷封套(禮堂試場)

37

31 MAR 2020



答卷封套(課室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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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由加開考室
轉往特別室應考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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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卷別特別室考試報告書及答卷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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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黏貼封條膠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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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額外物資供應

禮堂試場 課室試場

口罩 100片 100片

酒精搓手液 4瓶 5瓶

消毒濕紙巾 220片 220片

手套 60對 60對

熱源影像系統 1部(如適用)
額探／耳探熱器 額探／耳探熱器各1部
耳探熱器的耳罩 120個

A. 防疫物資(所有試場)

B.試場文具(適用於有加開課室的試場)

禮堂試場 課室試場

封套(機密)-用作送遞試卷／答卷 按加開課室數目加1個

封套(A4)-用作放置電腦條碼紙／草稿紙 按加開課室數目加1個

白色膠袋 -用作放置加開課室的其他物資 按加開課室數目加1個
SR4t報告書 30張

考試報告書(課室試場適用) 按加開課室數目
考務人員健康申報表 10張
「考生由加開考室轉往特別室應考」表格 按加開課室數目及聆聽

考試日數而定

如需補給，請聯絡考評局



其他資料

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 → 學校及教師 →
教師專用→教師資訊

www.hkeaa.edu.hk → 學校及教師 →
「試場通訊及支援系統」及「出席紀録
及答卷收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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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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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時間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ahUKEwiXu6-K59vZAhWGGpQKHSpvD_0QjRwIBg&url=https://www.trustwave.com/trustednews/2013/10/qa-how-to-easily-assess-your-risk-with-our-new-free-tool-and-why-its-important/&psig=AOvVaw3eWlBPukzPPnXB8NZcUsUc&ust=1520566780352966
https://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s://www.trustwave.com/assets/2007.jpg&imgrefurl=https://www.trustwave.com/trustednews/2013/10/qa-how-to-easily-assess-your-risk-with-our-new-free-tool-and-why-its-important/&docid=6S37lTuiavVC7M&tbnid=b8Gmr2qjQynh5M:&vet=1&w=600&h=240&bih=933&biw=1680&ved=0ahUKEwj30L3n5tvZAhVFmpQKHeQODi8QMwhsKBAwEA&iact=c&ictx=1
https://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s://www.trustwave.com/assets/2007.jpg&imgrefurl=https://www.trustwave.com/trustednews/2013/10/qa-how-to-easily-assess-your-risk-with-our-new-free-tool-and-why-its-important/&docid=6S37lTuiavVC7M&tbnid=b8Gmr2qjQynh5M:&vet=1&w=600&h=240&bih=933&biw=1680&ved=0ahUKEwj30L3n5tvZAhVFmpQKHeQODi8QMwhsKBAwEA&iact=c&ictx=1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ahUKEwiL_9fL59vZAhVCLpQKHfFIDS0QjRwIBg&url=https://www.trustwave.com/trustednews/2013/10/qa-how-to-easily-assess-your-risk-with-our-new-free-tool-and-why-its-important/&psig=AOvVaw3eWlBPukzPPnXB8NZcUsUc&ust=152056678035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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