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局檔號：DSE/CR 3/2022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2021╱ 2022 年度考試通告第 7 號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應變安排及考試時間表之調整  

 
 
一 .  本通告旨在通知學校以下事項：  

1.  有關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體育科實習考試及英國語文科
口試的應變安排；  

2.  2022 年文憑試考試時間表的調整及後備方案；及  
3.  2022 年文憑試加強試場防疫及應變措施，並懇請校方通力合作，使考試得

以順利舉行。  
 
二 .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在社區的最新發展，考評局於 2022 年 1 月 28 日宣

布取消 2022 年文憑試英國語文科口試及延遲體育及音樂科實習考試至 5 月下
旬╱ 6 月上旬舉行。相關科目評核大綱之修訂已獲公開考試委員會通過，並分
別列於附件一及附件二甲至二乙。  

 
如往後疫情得以緩和，體育科各項體育活動及體適能的考核將改期至筆試之
後，即 2022 年 5 月下旬╱ 6 月上旬進行。倘若任何體育活動考試因未能安排
合適場地而不能舉行，該部分的成績將根據體適能部分取得的成績，按比例
調整推算。筆試（卷一及卷二）和實習考試（卷三）的比重將分別維持在 60%
和 40%。  
 
若所有體育活動考試因疫情或場地安排問題取消，體適能（已取消的 1609 米
跑╱行項目除外）將盡可能安排在 2022 年 5 月下旬╱ 6 月上旬進行。實習考
試（卷三）的比重將由 40%調整為 20%並只計算體適能部分，筆試比重將由
60%調整為 80%（卷一： 56%及卷二： 24%）。  
 
若所有實習考試因疫情或場地安排問題取消（即所有體育活動及體適能考試），
則卷三實習考試的 40%比重將分配到筆試，筆試比重將由 60%調整至 100%
（卷一： 70%及卷二： 30%）。  

 
考試時間表之修訂及後備方案  

 
三 .  由於疫情持續惡化，考評局經諮詢教育局、公共衞生專家及教育界後，於 2 月

28 日公布 2022 年文憑試筆試將於 4 月 22 日如期開考，並根據以下原則調整
考試時間表及制定後備方案。有關方案已獲公開考試委員會通過，詳情如下：  

 
1.  四個核心科目考試將首先於 4 月 22 日至 4 月 28 日舉行，考生將按次序應

考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分）、中國語文及通識教育科。  
 

2.  主要選修科目將緊接於隨後的第二個星期開考，考評局將盡量安排理科和
人文科目的考試日期互相交替。部分較少報考人數的科目考試將安排在較
後時段舉行。  

 
3.  倘沒有重覆的考生報考，兩科或以上科目將安排在同日（上午或下午時段）

進行考試。小部分考生或需在同一日參加兩個選修科目考試。  
 

4.  經壓縮後的考試日將由持續一個月縮短至三個星期，並會善用當中的公眾
假期（即於 5 月 2 日舉行化學和組合科學（化學）及 5 月 9 日舉行英語文
學和設計與應用科技科考試）及星期日下午（即於 5 月 1 日舉行健康管理
與社會關懷及 5 月 8 日舉行倫理與宗教科考試）。  

 
 



 

5.  本局曾參考 2022 年科目組合統計數據，令連續兩天或以上應考（核心科
目除外），以及同一天應考兩個選修科目的考生人數減至最少。  

 
6.  此外， 2022 年 5 月 16 及 17 日將預留作後備考試日，以應付突發情況。  

 
經 修 訂 的 2022 年 考 試 時 間 表 （ 附 件 三 ） 已 上 載 至 考 評 局 網 頁
（ http:/ /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Exam_Timetable/2022_DSE_Ti
metable.pdf）。  

 
四 .  按照修訂後的考試時間表的原則，考評局已制定後備應變方案（附件四甲及

四乙），而考試科目的次序將維持不變。如疫情於 4 月上旬仍然波動，文憑試
筆試將延後至 5 月中旬開考。若至 4 月下旬疫情仍未明顯紓緩，筆試則會進
一步推遲至 6 月上旬開考。  
 

五 .  由於文憑試的資歷對考生升學或就業均非常重要，考評局將竭力舉辦考試。
倘若疫情於 2022 年 5 月中旬仍然嚴峻，2022 年文憑試將會取消。考評局將根
據考生在校內的評估成績以及該校在往屆的文憑試成績而發放等級預測成績
給學校考生。等級預測成績預計可於 2022 年 8 月發放。然而，有關機制並不
適用於自修生。  

 
加強防疫及應變措施  
 
六 .  為保障考生及考務人員的健康，考評局將會加強 2022 年文憑試的防疫及應變

措 施 ， 有 關 文 件 的 更 新 版 （ 附 件 五 ） 已 上 載 於 考 評 局 網 頁
https:/ /www.hkeaa.edu.hk/DocLibrary/MainNews/Instructions_to_Candidates_Pr
ecautionary_Measures_at_Exam_Centre_Chi.pdf。請提醒將於 2022 年文憑試擔
任試場主任及╱或監考員留意有關更新措施，特別是於考試前在空曠地方檢
查考生身分的新程序，以及為考生和監考人員提供快速抗原檢測包，供他們
在每個考試日進行自我檢測。考評局將繼續與教育局、公共衞生專家及學校
密切監察疫情情況，有關措施如有進一步更新，將會上載於本局網頁。  
 
考生必須於每個考試日赴試場前自行量度體溫，完成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檢
測，填妥並簽署「考生健康申報表」。更新版申報表（附件六）已上載至考評
局 網 頁
http:/ /www.hkeaa.edu.hk/DocLibrary/MainNews/2022_HKDSE_Candidates_Dec
laration_on_Health.pdf。  
 

七 .  考評局將為各試場學校提供額外的防護保護裝備供試場人員使用，上述物資
的送遞╱領取安排將於稍後另函通知。  

 
八 .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公開考試資訊中心」（電話：3628 8860）與本局職員

聯絡。  
 
 

 
學校考試及評核主管     許婉清  
 

 
 
 
2022 年 3 月 2 日  
 
致：各與考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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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INTRODUCTION 
 
The assessment of this subject i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Guide (Secondary 4 to 6) 
for English Language jointly prepared by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and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The overall aim of the assessment is to evaluate candidates’ 
achievement of the learning targets and objectives of the curriculum. Candidates should refer to the 
Curriculum Guide for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skills and strategies, and attitudes that they are 
expected to achieve at the end of S6.  
 
 
ASSESSMENT OBJECTIVES 
 
To assess candidates’ achieve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broad learning outcomes stated in Chapter 2 of the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Guide, such as the following: 

 
Reading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candidates to: 
•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a broad range of texts 
• identify the main theme and key details of a broad range of texts 
• identify the contextual meaning of words and phrases 
• interpret the tone and mood of a writer 
• distinguish and evaluate views, attitudes or arguments in fairly complex texts 
• understand the use of a range of language features in fairly complex texts 
• interpret, analyse, select and organise ideas and information from various sources 
 
Writing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candidates to: 
• write texts for different contexts, audiences and purposes with relevant content and adequate 

supporting details 
• convey meaning using varied vocabulary, linguistic devices and language patterns appropriately 

and accurately 
• plan and produce coherent and structured texts with ideas effectively presented and developed  
• write texts using appropriate tone, style and register and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different genres 
• draft and revise written texts 
 
Listening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candidates to: 
•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a range of spoken texts 
• identify the key details of a range of spoken texts 
• interpret speakers’ feelings, views,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Special Arrangement for 2022 HKDSE (revised in January 2022) 

附 件 一  
Ann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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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 speakers with a range of accents and language varieties in speech delivered at a 
moderate pace 

• understand the use of a range of language features in fairly complex spoken texts 
 
Speaking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candidates to: 
• express information and ideas (e.g. personal experiences, feelings, opinions, imaginative ideas 

and evaluative remarks) with suitable elaboration 
• convey meaning using a range of vocabulary and language patterns appropriate to the context, 

purpose and audience 
• establish and maintain relationships/spoken exchanges using formulaic expressions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e.g. making an appropriate opening and closing, 
negotiating meaning, making suggestions, using appropriate degrees of formality) 

• produce coherent and structured speeches with ideas effectively/clearly presented and developed 
• pronounce words clearly and accurately 
• use appropriate pace, volume, intonation, stress, eye contact and gesture to suppor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MODE OF ASSESSMENT 
 
The assessment will consist of a public examination component and a school-based assessment 
component as outlin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Component Weighting Duration 
Public 
Examination 

Paper 1 Reading  
Paper 2 Writing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Paper 4 Speaking (CANCELLED) 

20%  23% 
25%  28% 
30%  34% 

10% 

1½ hours 
2 hours 

About 2 hours  
About 20 minutes 

School-based Assessment (for school candidates only) 15%  

 
 
PUBLIC EXAMINATION 
 
Paper 1     Reading  (1½ hours)                                       (20%)  (23%)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is paper, each worth 10% 11.5% of the subject mark. All candidates must do 
Part A and then choose either Part B1, the easier section, or Part B2, the more difficult section. 
Candidates attempting Parts A and B2 will be able to attain the full range of possible levels, while 
Level 4 will be the highest level attainable by candidates attempting Parts A and B1.  
       
Candid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respond to a variety of written texts of different lengths and levels of 
difficulty. A range of question types will be used, including multiple-choice items, short responses and 
more extended, open-ended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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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Writing  (2 hours)                                          (25%)  (28%) 
 
There will be two parts in this paper.   
 
Part A  (10%)  (11.2%) 
The task in this part will be a short, guided one (about 200 words). Candidates will be provided with 
the situation and the purpose for writing, as well as some relevant information. 
 
Part B  (15%)  (16.8%) 
The task in this part will be longer and more open-ended (about 400 words). Candidates can choose 
one out of eight questions, each based on one of the eight modules in the Elective Part of the 
curriculum.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about 2 hours)                 (30%)  (34%)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is paper, each worth 15% 17% of the subject mark. All candidates must do 
Part A and then choose either Part B1, the easier section, or Part B2, the more difficult section. 
Candidates attempting Parts A and B2 will be able to attain the full range of possible levels, while 
Level 4 will be the highest level attainable by candidates attempting Parts A and B1. 
 
Part A, the compulsory section, will consist of a variety of listening tasks.  
 
Parts B1 and B2 will comprise integrated listening/reading and writing task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difficulty based on the same theme. Candid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process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combining data from spoken / written sources in order to complete various listening / writing 
tasks in a practical work or study situation. All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complete these tasks will 
be provided. At least one of the writing tasks will require candidates to produce an extended piece of 
writing (100 – 200 words). 
 
 
Paper 4 Speaking   (CANCELLED)                                          (10%)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preparation: 10 minutes; discussion: 8 minutes per group of four 

candidates) 
Four candidates will be grouped together and will take part in a group discussion based on a given 
short text. These texts may include advertisements, book synopses, film reviews, letters, short news 
reports and so on. Candidates may be required to make suggestions, give advice, make and explain a 
choice, argue for and/or against a position, or discuss the pros and cons of a proposal.   
 
Candidates will be given ten minutes for preparation and will be allowed to make notes. During the 
discussion they may refer to their notes.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one minute per candidate) 
Each candidate will respond individually to an examiner’s question(s), which will be based on the group 
discussion task. Candidates may be required to make and justify a choice, decide on and explain a 
course of action, argue for or against a posi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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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15%) 
 
SBA is compulsory for all school candidate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either Part A or Part B 
of the SBA component. 
 
Part A   (7.5%)  (15%) 
This part comprises a reading/viewing programme where students will need to read/view four texts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years (at least one each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print fiction, print 
non-fiction, non-print fiction and non-print non-fiction), and write up some comments and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them. Students then take part in a discussion with classmates on the texts they have 
read/viewed, or make a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nd respond to their teacher’s questions, which will 
be derived from their written personal comments. The assessment will be based on the student’s oral 
performance. The reading/viewing/writing only serves as the means to this end and will not be 
assessed. 
 
This part consists of a group interaction or a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eachers need to conduct one 
assessment and report one mark. 
 
Part B   (7.5%)  (15%) 
This part comprises a group interaction or a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modules in the 
Elective Part of the curriculum. The focus will be on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reflect on, make use of 
and speak about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experience gained in the Elective Module(s). Teachers need 
to conduct one assessment and report one mark. The assessment will be based on the student’s oral 
performance. 
 
The mark reported can be based on either a group interaction or a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Guidelines on suitable assessment task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are provided for both parts, as well as 
samples of performance to illustrate assessment formats and standards. 
 
Candidates are required to retain their work for inspection and authentication purposes until the 
release of the HKDSE results. 
 
Private candidates need not complete the SBA component. Their subject result will be based entirely on 
the public examination result. 
 
The detailed requirements,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are provided in the SBA Handbook for HKDSE 
English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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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安排  (於 2022 年 1 月修訂 ) 

 
 

體育  

 

  

引言  

 

本科的公開評核建基於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體育科課

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考生須參閱上述指引，以了解評核對考生表達的知

識、理解及其他技巧的要求。  

 

 

評核目標  

 

本科的公開評核旨在評核考生下列能力︰  

1.  對體育課程所涵蓋概念的認識和理解  

2.  解釋、應用及評鑑有關於提升自我、強身健體和關心社群等課題的理論及原

理  

3.  以體育辭彙有效地傳達意念  

4.  良好的體適能水平  

5.  在多樣化的情境中，表現充分發展的動作技巧  

6.  運用及評鑑於一些競賽 /比賽中的個人 /團隊戰術  

 

 

評核模式  

 

本科 2022年的公開評核包括理論考試（卷一及二）及實習考試（卷三），有關資

料概述如下：  

 

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多項選擇題和短答題  42%→56%  兩小時十五分鐘  

 卷二  長答題  18%→24%  一小時十五分鐘  

 卷三  實習考試  40%→20%  ---  

 

 

  

附件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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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考試 

 
體育科的理論考試用作評核考生在體育課程所學習到的知識。考試採用不同類

型的試題來評核考生各種能力的表現。體育科的實習考試用作評核考生在兩項

選定體育活動的能力及體適能的水平。  
 

試卷一由甲、乙兩部組成。甲部是多項選擇題，乙部是短答題。考生須回答試

卷一的全部試題。  
 
試卷二設有課程範圍內三個不同主題的三題長答題，考生須選答其中兩題。  
 
試卷三設有 體育活動及 體適能的評核程序。考生須展示在兩一項選定體育活動

的能力，每項佔本科分數 13⅓%；體適能的水平佔本科分數 13⅓%20%。體育活動

的兩組選項如下：  
 
體育活動  1：  羽毛球  /  籃球  /  足球  /  排球  /  乒乓球  /  手球  /  田徑  /   
    體操  /  游泳（選擇一項）  

體育活動  2：  田徑  /  體操  /  游泳（選擇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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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安排  (於 2022 年 1 月修訂 ) 

 
 

體育  

 

  

引言  

 

本科的公開評核建基於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體育科課

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考生須參閱上述指引，以了解評核對考生表達的知

識、理解及其他技巧的要求。  

 

 

評核目標  

 

本科的公開評核旨在評核考生下列能力︰  

1.  對體育課程所涵蓋概念的認識和理解  

2.  解釋、應用及評鑑有關於提升自我、強身健體和關心社群等課題的理論及原

理  

3.  以體育辭彙有效地傳達意念  

4.  良好的體適能水平  

5.  在多樣化的情境中，表現充分發展的動作技巧  

6.  運用及評鑑於一些競賽 /比賽中的個人 /團隊戰術  

 

 

評核模式  

 

本科 2022年的公開評核包括理論考試（卷一及二）及實習考試（卷三），有關資

料概述如下：  

 

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多項選擇題和短答題  42%→70%  兩小時十五分鐘  

 卷二  長答題  18%→30%  一小時十五分鐘  

 卷三  實習考試  40% ---  

 

 

  

附件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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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考試 

 
體育科的理論考試用作評核考生在體育課程所學習到的知識。考試採用不同類

型的試題來評核考生各種能力的表現。體育科的實習考試用作評核考生在兩項

選定體育活動的能力及體適能的水平。  
 

試卷一由甲、乙兩部組成。甲部是多項選擇題，乙部是短答題。考生須回答試

卷一的全部試題。  
 
試卷二設有課程範圍內三個不同主題的三題長答題，考生須選答其中兩題。  
 
試卷三設有體育活動及體適能的評核程序。考生須展示在兩一項選定體育活動的

能力，每項佔本科分數 13⅓%；體適能的水平佔本科分數 13⅓%。體育活動的兩

組選項如下：  
 
體育活動  1：  羽毛球  /  籃球  /  足球  /  排球  /  乒乓球  /  手球  /  田徑  /   
    體操  /  游泳（選擇一項）  

體育活動  2：  田徑  /  體操  /  游泳（選擇一項）  
 
 
 



 

 
2022 年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2022 
考試時間表 (2022 年 2 月 28 日修訂版) 

EXAMINATION TIMETABLE (Revised on 28 February 2022)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Subject / Paper 科目／試卷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8:30 - 10:00 English Language 1 英國語文 （一） 
Friday, 22nd April 11:00 - 13:00 English Language 2 英國語文 （二）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 9:15 - 12:10* English Language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英國語文 （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Saturday, 23rd April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8:30 - 10:45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1 數學 必修部分 （一） 
Monday, 25th April 11:30 - 12:45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2 數學 必修部分 （二）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8:30 - 10:00 Chinese Language 1 中國語文 （一） 
Tuesday, 26th April  10:45 - 12:15 Chinese Language 2 中國語文 （二）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 9:15 - 11:40* Chinese Language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中國語文 （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Wednesday, 27th April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Thursday, 28th April 

8:30 - 10:30 
11:15 - 12:30 

Liberal Studies 1 
Liberal Studies 2 

通識教育 （一） 
通識教育 （二） 

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Friday, 29th April 

8:30 - 11:00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dules 1,2 數學 延伸部分 單元 （一）及（二） 

四月三十日（星期六） 8:30 - 12:30 Visual Arts 1,2 視覺藝術 （一）及（二） 
Saturday, 30th April     
五月一日（星期日） 13:30 - 15:30 Health Management & Social Care 1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一） 
Sunday, 1st May 16:15 - 18:00 Health Management & Social Care 2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二） 
五月二日（星期一） 
Monday, 2nd May 

8:30 - 11:00 Chemistry 1 化學 （一） 
11:45 - 12:45 Chemistry 2 化學 （二） 
8:30 - 10:10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組合科學（化學） 

五月三日（星期二） 8:30 - 9:30 Economics 1 經濟 （一） 
Tuesday, 3rd May 10:15 - 12:45 Economics 2 經濟 （二） 
五月四日（星期三） 
Wednesday, 4th May 

8:30 - 10:30 Integrated Science 1 綜合科學 （一） 
11:15 - 12:45 Integrated Science 2 綜合科學 （二） 
8:30 - 11:00 
11:45 - 12:45 

Physics 1 
Physics 2 

物理 （一） 
物理 （二） 

8:30 - 10:10 Combined Science (Physics) 組合科學（物理） 
五月五日（星期四）
Thursday, 5th May 

8:30 - 9:45 
10:30 - 12:45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1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2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二） 

五月六日（星期五）
Friday, 6th May 

8:30 - 11:00 
11:45 - 12:45 

Biology 1 
Biology 2 

生物 （一） 
生物 （二） 

8:30 - 10:10 Combined Science (Biology) 組合科學（生物） 
五月七日（星期六） 8:30 - 11:00 Geography 1 地理 （一） 
Saturday, 7th May 11:45 - 13:00 Geography 2 地理 （二） 
五月八日（星期日） 13:30 - 15:15 Ethics & Religious Studies 1 倫理與宗教（一） 
Sunday, 8th May 16:00 - 17:45 Ethics & Religious Studies 2 倫理與宗教（二） 

五月九日（星期一） 
Monday, 9th May  
 

8:30 - 11:30 Literature in English 1 英語文學 （一） 
12:30 - 14:30 Literature in English 2 英語文學 （二） 
8:30 - 10:30 Design & Applied Technology 1 設計與應用科技 （一） 
11:15 - 12:30 Design & Applied Technology 2 設計與應用科技 （二） 

五月十日（星期二） 
Tuesday, 10th May 

8:30 - 10:45 
11:30 - 12:50 

Chinese History 1 
Chinese History 2 

中國歷史 （一） 
中國歷史 （二） 

五月十一日（星期三） 8:30 - 10:30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1 資訊及通訊科技（一） 
Wednesday, 11th May 11:15 - 12:45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 資訊及通訊科技（二） 
五月十二日（星期四） 8:30 - 10:45 Physical Education 1 體育 （一） 
Thursday, 12th May 11:30 - 12:45 Physical Education 2 體育 （二） 
 8:30 - 10:00 

10:45 - 12:15 
Music 1A 
Music 1B 

音樂 （一甲） 
音樂 （一乙） 

 14:15 - 16:15 Chinese Literature 1  中國文學 （一） 
 17:00 - 19:00 Chinese Literature 2  中國文學 （二） 

14:15 - 15:45 
16:30 - 18:30 

Technology & Living 1  
Technology & Living 2 

科技與生活（一） 
科技與生活（二）  

五月十三日（星期五） 8:30 - 10:00 Tourism & Hospitality Studies 1 旅遊與款待 （一） 
Friday, 13th May 10:45 - 12:00 Tourism & Hospitality Studies 2 旅遊與款待 （二） 
五月十四日（星期六） 8:30 - 10:15 History 1 歷史 （一） 
Saturday, 14th May 11:00 - 12:30 History 2 歷史 （二） 
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Reserve 後備 
Monday, 16th May      
五月十七日（星期二）  Reserve 後備 
Tuesday, 17th May      

# 於使用收音機或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之試場應考聆聽考試的考生報到時間為上午 8 時 30 分；於使用學校廣播系統／USB 播放機／電腦廣播之
試場應考聆聽考試的考生報到時間為上午 8 時 45 分。 
Candidates taking the Listening examination in radio-broadcast centres or centres using the Infra-red Transmission System should report at 8:30 a.m. 
while those taking the Listening examination in centres using the School’s Public Address System/USB player/computer should report at 8:45 a.m. 

* 約計聆聽卷別的完結時間 
 Approximate examination end time of the Listening papers 
 
註：  2022 年 5 月 2 日(勞動節翌日)；2022 年 5 月 9 日(佛誕翌日) 
Note:  2 May 2022 (the day following Labour Day); 9 May 2022 (the day following Buddha’s Birthday)  
 
注意： 應考下列科目／卷別的考生應參閱其准考證上所列的考試日期和時間： 
Note:  Candidates should refer to their Admission Form for the examination date and time (reporting time) for the following Subjects / Paper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Subject 科目 / Paper 試卷 
2022 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 8:00 - 19:00 Physical Education – Practical 體育（實習考試） 
Late May – Early June 2022      
2022 年 5 月下旬 9:00 - 18:00 Music – Practical 音樂（實習考試） 
Late May 2022      

 
Candidates are expected to make themselves available for the whole examination period including the reserve examination dates specified above in case any written 
examinations are rescheduled due to unforeseeable circumstances. 
考生應預留整個考試時段包括上述列出的後備考試日期，如遇到一些未能預計的情況，筆試可能會被安排於後備考試日期進行。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發放日期：2022 年 7 月 20 日（暫定） 
2022 HKDSE Results Release Date: 20 July 2022 (Tentative) 

附 件 三  
Annex 3 



 

 
2022 年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2022 
後備考試時間表 (五月中開考) 

FALLBACK EXAMINATION TIMETABLE (Starting in mid-May)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Subject / Paper 科目／試卷 
五月十三日（星期五） 8:30 - 10:00 English Language 1 英國語文 （一） 
Friday, 13th May 11:00 - 13:00 English Language 2 英國語文 （二） 
五月十四日（星期六） # 9:15 - 12:10* English Language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英國語文 （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Saturday, 14th May    

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8:30 - 10:45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1 數學 必修部分 （一） 
Monday, 16th May 11:30 - 12:45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2 數學 必修部分 （二） 
五月十七日（星期二） 8:30 - 10:00 Chinese Language 1 中國語文 （一） 
Tuesday, 17th May  10:45 - 12:15 Chinese Language 2 中國語文 （二） 
五月十八日（星期三） # 9:15 - 11:40* Chinese Language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中國語文 （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Wednesday, 18th May    
五月十九日（星期四） 
Thursday, 19th May 

8:30 - 10:30 
11:15 - 12:30 

Liberal Studies 1 
Liberal Studies 2 

通識教育 （一） 
通識教育 （二） 

五月二十日（星期五） 
Friday, 20th May 

8:30 - 11:00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dules 1,2 數學 延伸部分 單元 （一）及（二）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8:30 - 12:30 Visual Arts 1,2 視覺藝術 （一）及（二） 
Saturday, 21st May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13:30 - 15:30 Health Management & Social Care 1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一） 
Sunday, 22nd May 16:15 - 18:00 Health Management & Social Care 2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二） 
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Monday, 23rd May 

8:30 - 11:00 Chemistry 1 化學 （一） 
11:45 - 12:45 Chemistry 2 化學 （二） 
8:30 - 10:10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組合科學（化學）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8:30 - 9:30 Economics 1 經濟 （一） 
Tuesday, 24th May 10:15 - 12:45 Economics 2 經濟 （二）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Wednesday, 25th May 

8:30 - 10:30 Integrated Science 1 綜合科學 （一） 
11:15 - 12:45 Integrated Science 2 綜合科學 （二） 
8:30 - 11:00 
11:45 - 12:45 

Physics 1 
Physics 2 

物理 （一） 
物理 （二） 

8:30 - 10:10 Combined Science (Physics) 組合科學（物理）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Thursday, 26th May 

8:30 - 9:45 
10:30 - 12:45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1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2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二）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Friday, 27th May 

8:30 - 11:00 
11:45 - 12:45 

Biology 1 
Biology 2 

生物 （一） 
生物 （二） 

8:30 - 10:10 Combined Science (Biology) 組合科學（生物）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8:30 - 11:00 Geography 1 地理 （一） 
Saturday, 28th May 11:45 - 13:00 Geography 2 地理 （二）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13:30 - 15:15 Ethics & Religious Studies 1 倫理與宗教（一） 
Sunday, 29th May 16:00 - 17:45 Ethics & Religious Studies 2 倫理與宗教（二） 
五月三十日（星期一） 
Monday, 30th May  
 

8:30 - 11:30 Literature in English 1 英語文學 （一） 
12:30 - 14:30 Literature in English 2 英語文學 （二） 
8:30 - 10:30 Design & Applied Technology 1 設計與應用科技 （一） 
11:15 - 12:30 Design & Applied Technology 2 設計與應用科技 （二）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Tuesday, 31st May 

8:30 - 10:45 
11:30 - 12:50 

Chinese History 1 
Chinese History 2 

中國歷史 （一） 
中國歷史 （二） 

六月一日（星期三） 8:30 - 10:30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1 資訊及通訊科技（一） 
Wednesday, 1st June 11:15 - 12:45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 資訊及通訊科技（二） 
六月二日（星期四） 8:30 - 10:45 Physical Education 1 體育 （一） 
Thursday, 2nd June 11:30 - 12:45 Physical Education 2 體育 （二） 
 8:30 - 10:00 

10:45 - 12:15 
Music 1A 
Music 1B 

音樂 （一甲） 
音樂 （一乙） 

 14:15 - 16:15 Chinese Literature 1  中國文學 （一） 
 17:00 - 19:00 Chinese Literature 2  中國文學 （二） 

14:15 - 15:45 
16:30 - 18:30 

Technology & Living 1  
Technology & Living 2 

科技與生活（一） 
科技與生活（二）  

六月三日（星期五） 8:30 - 10:00 Tourism & Hospitality Studies 1 旅遊與款待 （一） 
Friday, 3rd June 10:45 - 12:00 Tourism & Hospitality Studies 2 旅遊與款待 （二） 
六月四日（星期六） 8:30 - 10:15 History 1 歷史 （一） 
Saturday, 4th June 11:00 - 12:30 History 2 歷史 （二） 
六月六日（星期一）  Reserve 後備 
Monday, 6th June      
六月七日（星期二）  Reserve 後備 
Tuesday, 7th June      

# 於使用收音機或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之試場應考聆聽考試的考生報到時間為上午 8 時 30 分；於使用學校廣播系統／USB 播放機／電腦廣播之
試場應考聆聽考試的考生報到時間為上午 8 時 45 分。 
Candidates taking the Listening examination in radio-broadcast centres or centres using the Infra-red Transmission System should report at 8:30 a.m. 
while those taking the Listening examination in centres using the School’s Public Address System/USB player/computer should report at 8:45 a.m. 

* 約計聆聽卷別的完結時間 
 Approximate examination end time of the Listening papers 
 
註：  2022 年 6 月 3 日(端午節) 
Note:  3 June 2022 (Tuen Ng Festival)  
 
注意： 應考下列科目／卷別的考生應參閱其准考證上所列的考試日期和時間（報到時間）： 
Note:  Candidates should refer to their Admission Form for the examination date and time (reporting time) for the following Subjects / Paper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Subject 科目 / Paper 試卷 
2022 年 6 月中旬至 6 月下旬 8:00 - 19:00 Physical Education – Practical 體育（實習考試） 
mid-June – late June 2022      
2022 年 6 月中旬 9:00 - 18:00 Music – Practical 音樂（實習考試） 
mid-June 2022      

 
Candidates are expected to make themselves available for the whole examination period including the reserve examination dates specified above in case any written 
examinations are rescheduled due to unforeseeable circumstances. 
考生應預留整個考試時段包括上述列出的後備考試日期，如遇到一些未能預計的情況，筆試可能會被安排於後備考試日期進行。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發放日期：2022 年 8 月 10 日（暫定） 
2022 HKDSE Results Release Date: 10 August 2022 (Tentative) 

後備FALL BACK 

附 件 四 甲  
Annex 4a 



 

 
2022 年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2022 
後備考試時間表 (六月初開考) 

FALLBACK EXAMINATION TIMETABLE (Starting in early Jun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Subject / Paper 科目／試卷 
六月二日（星期四） 8:30 - 10:00 English Language 1 英國語文 （一） 
Thursday, 2nd June 11:00 - 13:00 English Language 2 英國語文 （二） 
六月四日（星期六） # 9:15 - 12:10* English Language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英國語文 （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Saturday, 4th June    
六月六日（星期一） 8:30 - 10:45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1 數學 必修部分 （一） 
Monday, 6th June 11:30 - 12:45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2 數學 必修部分 （二） 
六月七日（星期二） 8:30 - 10:00 Chinese Language 1 中國語文 （一） 
Tuesday, 7th June  10:45 - 12:15 Chinese Language 2 中國語文 （二） 
六月八日（星期三） # 9:15 - 11:40* Chinese Language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中國語文 （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Wednesday, 8th June    
六月九日（星期四） 
Thursday, 9th June 

8:30 - 10:30 
11:15 - 12:30 

Liberal Studies 1 
Liberal Studies 2 

通識教育 （一） 
通識教育 （二） 

六月十日（星期五） 
Friday, 10th June 

8:30 - 11:00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dules 1,2 數學 延伸部分 單元 （一）及（二） 

六月十一日（星期六） 8:30 - 12:30 Visual Arts 1,2 視覺藝術 （一）及（二） 
Saturday, 11th June     
六月十二日（星期日） 13:30 - 15:30 Health Management & Social Care 1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一） 
Sunday, 12th June 16:15 - 18:00 Health Management & Social Care 2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二） 
六月十三日（星期一） 
Monday, 13th June 

8:30 - 11:00 Chemistry 1 化學 （一） 
11:45 - 12:45 Chemistry 2 化學 （二） 
8:30 - 10:10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組合科學（化學） 

六月十四日（星期二） 8:30 - 9:30 Economics 1 經濟 （一） 
Tuesday, 14th June 10:15 - 12:45 Economics 2 經濟 （二） 
六月十五日（星期三） 
Wednesday, 15th June 

8:30 - 10:30 Integrated Science 1 綜合科學 （一） 
11:15 - 12:45 Integrated Science 2 綜合科學 （二） 
8:30 - 11:00 
11:45 - 12:45 

Physics 1 
Physics 2 

物理 （一） 
物理 （二） 

8:30 - 10:10 Combined Science (Physics) 組合科學（物理） 
六月十六日（星期四）
Thursday, 16th June 

8:30 - 9:45 
10:30 - 12:45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1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2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二） 

六月十七日（星期五）
Friday, 17th June 

8:30 - 11:00 
11:45 - 12:45 

Biology 1 
Biology 2 

生物 （一） 
生物 （二） 

8:30 - 10:10 Combined Science (Biology) 組合科學（生物） 
六月十八日（星期六） 8:30 - 11:00 Geography 1 地理 （一） 
Saturday, 18th June 11:45 - 13:00 Geography 2 地理 （二） 
六月十九日（星期日） 13:30 - 15:15 Ethics & Religious Studies 1 倫理與宗教（一） 
Sunday, 19th June 16:00 - 17:45 Ethics & Religious Studies 2 倫理與宗教（二） 

六月二十日（星期一） 
Monday, 20th June  
 

8:30 - 11:30 Literature in English 1 英語文學 （一） 
12:30 - 14:30 Literature in English 2 英語文學 （二） 
8:30 - 10:30 Design & Applied Technology 1 設計與應用科技 （一） 
11:15 - 12:30 Design & Applied Technology 2 設計與應用科技 （二）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Tuesday, 21st June 

8:30 - 10:45 
11:30 - 12:50 

Chinese History 1 
Chinese History 2 

中國歷史 （一） 
中國歷史 （二）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8:30 - 10:30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1 資訊及通訊科技（一） 
Wednesday, 22nd June 11:15 - 12:45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 資訊及通訊科技（二）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8:30 - 10:45 Physical Education 1 體育 （一） 
Thursday, 23rd June 11:30 - 12:45 Physical Education 2 體育 （二） 
 8:30 - 10:00 

10:45 - 12:15 
Music 1A 
Music 1B 

音樂 （一甲） 
音樂 （一乙） 

 14:15 - 16:15 Chinese Literature 1  中國文學 （一） 
 17:00 - 19:00 Chinese Literature 2  中國文學 （二） 

14:15 - 15:45 
16:30 - 18:30 

Technology & Living 1  
Technology & Living 2 

科技與生活（一） 
科技與生活（二）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8:30 - 10:00 Tourism & Hospitality Studies 1 旅遊與款待 （一） 
Friday, 24th June 10:45 - 12:00 Tourism & Hospitality Studies 2 旅遊與款待 （二）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8:30 - 10:15 History 1 歷史 （一） 
Saturday, 25th June 11:00 - 12:30 History 2 歷史 （二）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Reserve 後備 
Monday, 27 June      
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Reserve 後備 
Tuesday, 28 June      

# 於使用收音機或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之試場應考聆聽考試的考生報到時間為上午 8 時 30 分；於使用學校廣播系統／USB 播放機／電腦廣播之
試場應考聆聽考試的考生報到時間為上午 8 時 45 分。 
Candidates taking the Listening examination in radio-broadcast centres or centres using the Infra-red Transmission System should report at 8:30 a.m. 
while those taking the Listening examination in centres using the School’s Public Address System/USB player/computer should report at 8:45 a.m. 

* 約計聆聽卷別的完結時間 
 Approximate examination end time of the Listening papers 
 
 
注意： 應考下列科目／卷別的考生應參閱其准考證上所列的考試日期和時間（報到時間）： 
Note:  Candidates should refer to their Admission Form for the examination date and time (reporting time) for the following Subjects / Paper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Subject 科目 / Paper 試卷 
2022 年 7 月上旬至 7 月中旬 8:00 - 19:00 Physical Education – Practical 體育（實習考試） 
early July – mid-July 2022      
2022 年 7 月上旬 9:00 - 18:00 Music – Practical 音樂（實習考試） 
early July 2022      

 
Candidates are expected to make themselves available for the whole examination period including the reserve examination dates specified above in case any written 
examinations are rescheduled due to unforeseeable circumstances. 
考生應預留整個考試時段包括上述列出的後備考試日期，如遇到一些未能預計的情況，筆試可能會被安排於後備考試日期進行。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發放日期：2022 年 8 月 15 日（暫定） 
2022 HKDSE Results Release Date: 15 August 2022 (Tentative) 

後備 FALL BACK 

附 件 四 乙  
Annex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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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在試場實施的預防措施及應變安排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布）  

為保障考生及考務人員的健康，考評局諮詢衞生防護中心的意見，於考試期間採取多項預

防感染及應變安排措施。學校與考生應試必須留意以下重點： 

赴考前  

1 . 考生在每個考試日必須自行量度體溫及進行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檢測，填妥並簽署

「考生健康申報表」。申報表（每日一份）可在考評局網頁下載。如考生拒絕合作或

作出虛假、不完整或誤導申報，將受到懲處甚或被取消考試資格。

2. 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建議，出現任何徵狀 1的考生不應赴考，及應盡早求醫。

3. 考生於考試日遇上下列任何情況，均不應赴考：

 正接受政府指定的強制檢疫（包括「居安抗疫計劃」及家居隔離）；或

 未完成最後一次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或

 在等候最後一次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的檢測結果；或
 未取得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檢測的陰性檢測結果。

考生須就上述情況在申報表內申報。 

4 . 筆試及實習考試不設補考，考生因病未能應考筆試或實習考試應參閱分別於／將於

2021 年 12 月及 2022 年 5 月上載於考評局網頁的 【考生手冊】內第四章 第 4 項的處

理方法和相關資料及考生須知（體育科卷三）。

5. 考生必須緊記攜備已填妥的「考生健康申報表」與外科口罩前往試場。

[註：考生及考務人員均不可在試場內佩戴附有氣閥的口罩或呼吸器，因呼氣時飛沫

可由氣閥排出而增加其他人受感染的潛在危險。] 

開考前  

6. 作為試場的學校（「試場學校」）須保持試場室內空氣流通（盡量打開窗戶）、環境

清潔和消毒。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已為學校就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擬定健康指引（包

括個人衞生、環境清潔和消毒等內容）（於 2022 年 1 月 26 日更新），詳情請瀏覽相

關網頁：

www.chp.gov.hk /f i le s/pd f/adv ice_to_schoo l_on_p revention_o f_nid_chi. pd f

1 2019 冠狀病毒病病徵例子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1） 出現發燒（耳探體溫達到攝氏 38 度或以上）；或 
（2） 有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例如咳嗽、氣促；或 
（3） 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

附件五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ainNews/2022_HKDSE_Candidates_Declaration_on_Health.pdf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Candidate_Handbook/4_21What_to_do_Under_Special_Circumstances_C.pdf
http://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to_school_on_prevention_of_nid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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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試場的指定位置會設置體溫監察站。考生進入試場前，必須正確地戴上自備外科口

罩（口罩須完全覆蓋口、鼻和下巴）及使用自備或設於試場入口含 70-80%酒精的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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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先以額

探式探熱器並再以耳探式探熱器為超出體溫監察警界線的考生探熱。如有需要，考生

可稍作休息再重新探熱，最終以耳探式探熱器的讀數為準。若考生出現發燒，監考員

將要求考生回家休息並盡早向醫生求診。監考人員將嚴格執行上述程序。考生在試場

內亦應提高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防疫意識，避免與其他人交談。 

 

8 . 就筆試考試，試場學校應於 上午 7 時 4 5 分開始 讓考生進入，以便於 早上 8 時 30 分

開考。至於 下午 1 時 3 0 分／2 時 15 分 的考試，試場學校應分別於 下午 1 時／1 時 45

分 讓考生進入。教育局早前公布「疫苗通行證」的安排，要求所有教職員、服務提供

者及家長等進入學校範圍的人士，在 2 月 24 日起須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並向學校

出示接種記錄，同時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進入學校，有關安排適用於所有監考

人員。 

 

9 . 為減低考生在點名時需要暫時除下口罩以核實身分的感染風險，考生身分的檢查程序

將安排於考試前進行。除設置體溫監察站和收集健康申報表外，學校須在良好通風的

空曠地方（例如有蓋操場）設置帳篷／檢查站，在考生進入試場／考室前檢查考生身

分。帳篷／檢查站可使用透明隔屏將監考人員與考生分隔。考評局將向監考人員提供

額外的防護裝備，例如護目鏡／面罩和手套。核對身分後 ，監考人員會在考生准考證

上有關科目／卷別旁邊蓋印。詳細程序請參閱附錄 1。 

 

10. 除非學校提供指定地方供考生等候，考生完成量度體溫、健康申報及核實身分程序後

即可進入禮堂／考室。如有需要，試場主任可酌情把第一節考試的開考時間延遲 1 5 分

鐘及第二節考試延遲 30 分鐘。惟考生必須留意，在 4 月 23 日及 4 月 27 日舉行的英國

語文科及中國語文科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聆聽廣播將在早上 10 時正開始，廣播時間

不可延遲。為使語文科聆聽部分能順利展開，考生必須嚴格遵守上述第 1 至 3 項指示，

並準時 在上午 8 時 30 分 （使用收音機或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之試場）／8 時 45 分 （

使用學校廣播系統／USB 播放機／電腦廣播之試場 ）到達試場。 

 

試場的加強措施  

 
11. 鑑於 Omicron 的高感染率，考評局經與教育局和公共衞生專家商討後，建議學校採用

1.8 米為考生之間（包括前面、後面及兩旁）的理想座位距離（圖見附錄 2）。在可行

的情況下，學校應盡可能使用校內空間（包括禮堂，課室和活動室）以擴闊試場內考

生之間的距離。為減少感染的風險，本局強烈鼓勵試場學校採取以下加強措施： 

 

(a)  學校應把禮堂劃分成不同區域，以疏導人流。考生可按其座位編號獲分配到不同

區域，並指示他們使用不同的門口進入／離開禮堂及只可使用其區域所指定的洗

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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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室試場應盡可能分隔開，例如可改將課室試場安排在不同樓層而非使用同一樓

層的全部課室，兩間課室試場之間以一間空置房間分隔。指示考生使用其樓層所

指定的洗手間，禁止考生在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到訪其他樓層。課室試場主

任應與各課室監考員協調，以安排考生分批離開考室及前往洗手間。 

(c)  為免在禮堂出口或各樓層走廊出現人多擠擁情況，試場學校應增派人員，把考生

分隔在不同的區域／樓層，以盡量減少考生之間的接觸。 

(d)  有關在禮堂試場及課室試場內以不同顏色劃分的區域示例已載於附錄 3 中，以供

參考。各區域／樓層所指定的洗手間亦須貼上標示以便識別。學校應在校內適當

位置張貼提示，以提醒考生及監考員。 

 

考試期間  

 

12. 所有考試期間，考生必須正確地戴上自備外科口罩，不可除下口罩，否則將被視作違

規。監考員在派發試卷、點名及收集答卷時，可戴上乳膠手套。監考員在點名及核實

考生身分時，監考員不可要求考生除下外科口罩。如監考員對考生的身分有懷疑，應

要求考生於考試後留步，並在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下請考生暫時除下口罩以核實其身

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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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往其他考室繼續考試，以免影響其他考生。失去的考試時間將不獲補償。如有需要，

考生可向試場人員要求提供外科口罩。如考生在考試期間需要喝水，應在監考員監督

下於試場外進行。 

 

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 

 

14. 在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考生仍須正確地戴上外科口罩，定時用潔手液洗手及不

得與他人交談，盡量到較空曠（及避免到人多擠逼）的地方，惟活動只限於校方按不

同區域／樓層所指定的地方。試場學校應盡量開放更多位於各樓層的洗手間予考生和

監考人員於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使用，以分散人流，並須留意個別考試日所編配

男女考生的比例。 

 

15. 考生應避免於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聚集，學校應安排考生分批／按不同區域離開

考室或前往洗手間，在洗手間外排隊時亦應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除非獲試場人員指

示，考生不可使用其他樓層的洗手間。  

 

16. 考生必須保持試場清潔，尤其是使用學校衞生設施時。 

 

17. 學校須提供／補充潔手液及定時清潔洗手間、並應關掉洗手間內的乾手機（如有）及

停止使用吹風機來吹乾洗手間的地面。如可能的話，建議學校安排工友或清潔員工於

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到洗手間當值，以方便進行即時清潔。請張貼告示提醒考生
如廁後應先蓋好廁板再沖廁。此外，學校亦應停止開放校內的飲水機等設施，並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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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通告／告示以提醒考生注意個人衞生，例如佩戴外科口罩、定時用潔手液洗手、
於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等，樣本通告／告示請參考附
錄 4。考生於休息時間仍須戴上口罩及盡可能避免進行除下口罩的活動。如需進食或

喝水，他們應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及面向同一方向，否則，試場可在枱上加裝隔屏 (有

足夠高於頭部的高度)。提醒考生於除下口罩時不要交談，在進食前後保持手部衛生，

不要與他人分享食物、飲料和餐具。 

 

考生於考試期間不適 (發燒／嘔吐) 

 

18. 若考生身體不適，可向監考員示意，或要求提供嘔吐袋（由考評局提供），並由監考

員陪同離座前往洗手間或試場學校其他位置例如醫療室（如有的話）稍事休息，如有

需要試場學校可召喚救護車把考生送往求醫。監考員可要求再次為考生量度體溫，如

出現發燒，監考員將要求考生回家休息及盡早求醫。考評局會根據常設的機制為因病

缺席的學校考生評估成績。 

 

19. 處理如血液、分泌物、嘔吐物或排泄物等污染： 

(a) 試場應按衞生防護中心建議，按正確程序，委派穿上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包括

外科口罩、手套、即棄保護衣，眼部防護裝備（護目鏡／面罩），保護帽（可選

用）的員工作初步的清理及消毒。[註 :考評局將會向試場提供防疫物資，例如保

護衣、外科口罩、乳膠手套及少量面罩，供試場人員於有需要時使用。] 

(b)  完成程序後，將所有廢物和清潔用具（如鉗子、抹布、拖把頭）棄置於廢物袋內。  

(c) 清潔人員應小心除下個人防護裝備並將之棄置於廢物袋，隨即潔手。 

(d)  清潔人員應佩戴新手套，妥善包紮廢物袋及正確棄置於有蓋垃圾桶內。 

(e) 清潔人員應小心除下手套，以梘液和清水清洗雙手。 

 

考試完結  

 

20. 考試完結，考生須聽從試場主任指示，分批／按不同區域離開試場，以減低同一時間

過多考生擠迫在禮堂或課室出口。 

 

21. 學校須在每日考試前／當日考試完結後清潔試場設備，並以 1 比 99 稀釋家用漂白水

（金屬表面可使用 70% 酒精）消毒。 

 

22. 於同一天上午和下午進行選修科目考試的學校，須於午飯時間進行試場設施的清潔及

定時清潔洗手間。 

 

於考試期間發現確診冠狀病毒病（COVID-19）個案 
 

23. 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建議，如有任何曾於試場逗留的考生或監考人員隨後確診冠狀病

毒病（COVID-19），衞生防護中心會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蹤，以確認是否

有緊密或其他接觸者。試場學校須使用 1 比 49 稀釋家用漂白水（將 1 份含 5.25 %次氯



 
 

  
  

 

5 
 

酸鈉的家用漂白水與 49 份清水混合）對所有可能受污染的表面或物品進行消毒。如有

血液、分泌物或嘔吐物等溢出，學校須使用 1 比 4 稀釋家用漂白水（將 1 份含 5.25％

次氯酸鈉的家用漂白水與 4 份清水混合）進行消毒，從外向內擦拭，放置 10 分鐘後用

清水沖洗，然後擦乾。[試場學校應安排其清潔人員穿著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包括外

科口罩、乳膠手套、即棄保護衣（由試場學校提供）、護眼裝備（護目鏡／面罩）及

帽子（可選擇）。至於如何正確穿著防護裝備，請參考衞生防護中心 的影 片

(www.chp .gov.hk /tc /s ta t ic /32975.html)。完成清潔和消毒後，試場可以重新開放作考

試用途。如有需要，考評局會盡量安排考生調往另一同區試場或其他後備試場，並會

盡快以電郵及手機短訊通知受影響考生。 

 

受檢疫人士同住家人的注意事項 
 

24. 曾離港人士須根據法例接受檢疫，有關抵港人士檢疫的資料，請瀏覽以下相關網頁 : 

www.coronavirus . gov.hk/chi / inbound- trave l. html。受檢疫人士的同住家人應注意相

關措施，包括避免去人多擠擁的地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擁的地方時戴上

外 科 口 罩 及 保 持 良 好 的 個 人 衞 生 等 。 有 關 詳 細 資 料 ， 請 參 閱 以 下 網 頁 ：

www.coronavirus . gov.hk/pd f /Po ints_ to_no te_ for_househo ld_members.pd f。 
 

因生病或特殊情況缺席考試 

 

25. 按照 2020 年及 2021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做法，公開考試委員會已通過因生病或因

應冠狀病毒病疫情所引致的特殊情況而缺席考試的學校考生，其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科目評審成績最高可達第 5 級。有關考生必須在考試日後 21 個曆日內連同校長的

支持信向考評局提交書面申請。有關申請的詳情可參閱 2022 年考生手冊第四章第 4 項：  

https :/ /www.hkeaa. edu.hk/DocLib ra ry/HK DS E/Cand idate_Handbook/4_22What_ to_
do_Under_S pec ia l_C ircumstances_C.pd f。 

https://www.chp.gov.hk/tc/static/32975.html
http://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
http://www.coronavirus.gov.hk/pdf/Points_to_note_for_household_members.pdf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Candidate_Handbook/4_22What_to_do_Under_Special_Circumstances_C.pdf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Candidate_Handbook/4_22What_to_do_Under_Special_Circumstances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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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於試場檢查考生身分的程序  

 
 
進入禮堂／課室前檢查考生身分 
 
1. 進入禮堂／課室前，考生將被安排在有上蓋且通風的地方（例如有蓋操場）檢查身分。在可行

的情況下，建議學校在空曠地方設置數個獨立的檢查站，把禮堂考生與課室／特別試場的考生

分開，以疏導人流。如檢查站設於沒有遮蓋的地方，可考慮設置帳篷。 
 

2. 考生應在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下，於指定檢查站排隊進行身分檢查。考生應將准考證和有效的

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放在桌上，然後在監考人員的指示下，坐在放置於桌上的透明隔屏

（有足夠高於監考員及考生坐下後頭部的高度）後面暫時除下口罩，以供監考人員核對個人資

料和容貌。戴帽的考生亦應同時除下帽子。建議在檢查站工作的學校同工穿上防護裝備，例如

護目鏡／面罩等。 
 

3. 檢查身分後，監考員會在考生的准考證上有關科目／卷別旁邊蓋印。考生在離開前必須使用自

備或檢查站提供的含 70-80%酒精的搓手液消毒雙手。 
 

4. 考生完成檢查身分後，應按照學校的指示使用指定的通道及樓梯前往禮堂／課室。有關檢查考

生身分的流程如下圖所示。 
 
讓考生進入試場 
 
5. 禮堂試場主任應至少安排一位監考員站在禮堂入口。在讓考生進入禮堂前，監考員須檢查考生

准考證印有當日應考的科目／卷別該行是否已正確蓋印。至於課室／特別試場，有關的檢查工

作須於考生進入課室時，由課室監考員／試場主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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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試場內考生之間的理想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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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2022 
考生健康申報表（3 月 9 日更新） Candidate’s Declaration on Health (Revised on 9 Mar) 

考生姓名 Name of Candi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生編號 Candidate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試場編號 Centre Number: ___________ 
科目 Subje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座位編號 Seat Number: _____________ 
本 人 聲 明 以 下 所 有 申 報 的 資 料 均 屬 實 ， 並 明 白 根 據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考 試 規 則 ，
提 供虛 假、不 完整 或誤導 訊息 將受 到懲處 或被 取消考 試資 格。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given below is true and correc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 understand that 

according to the HKDSE Examination Regulations, I shall be subject to penalties or disqualification for giving 

false,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我聲明以下所有陳述均屬正確： 
I declare that all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a) 我沒有任何冠狀病毒病的病徵：例如發燒（體溫達 38°C 或以上）、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例如咳嗽、氣促

等）或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等。  
I do not have any symptoms of COVID-19, such as a fever (body temperature at 38°C or above), symptoms of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such as a cough or shortness of breath) or sudden loss of sense of taste or smell, etc. 

 
(b) 今天（即考試當日），我不是正在接受政府指定的強制檢疫（包括「居安抗疫計劃」及家居隔離）或在等候

進行最後一次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或在等候最後一次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的檢測結果。  
I am not undergoing mandatory quarantine (including StayHomeSafe Scheme or home isolation) nor am I waiting to 
complete the last COVID-19 compulsory testing nor am I awaiting test result of the last COVID-19 compulsory testing 
today, i.e. the day of examination. 
 

(c) 我今天（即考試當日）已完成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而我今天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為陰性。  
I have done the COVID-19 rapid antigen test (RAT) today, i.e. the day of examination, and the result of my RAT today 
was negative. 

 

考生簽署 Candidate’s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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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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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eclare that all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a) 我沒有任何冠狀病毒病的病徵：例如發燒（體溫達 38°C 或以上）、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例如咳嗽、氣促

等）或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等。  
I do not have any symptoms of COVID-19, such as a fever (body temperature at 38°C or above), symptoms of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such as a cough or shortness of breath) or sudden loss of sense of taste or smell, etc. 

 
(b) 今天（即考試當日），我不是正在接受政府指定的強制檢疫（包括「居安抗疫計劃」及家居隔離）或在等候

進行最後一次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或在等候最後一次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的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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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the last COVID-19 compulsory testing nor am I awaiting test result of the last COVID-19 compulsory testing 
today, i.e. the day of examination. 
 

(c) 我今天（即考試當日）已完成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而我今天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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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eclare that all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a) 我沒有任何冠狀病毒病的病徵：例如發燒（體溫達 38°C 或以上）、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例如咳嗽、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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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 not have any symptoms of COVID-19, such as a fever (body temperature at 38°C or above), symptoms of a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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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今天（即考試當日）已完成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而我今天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為陰性。  
I have done the COVID-19 rapid antigen test (RAT) today, i.e. the day of examination, and the result of my RAT today 
was negative. 

 

考生簽署 Candidate’s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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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今天（即考試當日）已完成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而我今天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為陰性。  
I have done the COVID-19 rapid antigen test (RAT) today, i.e. the day of examination, and the result of my RAT today 
was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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