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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試場實施加強的

防疫措施及應變安排



經諮詢教育局及公共衞生專家,考評局於考試期間將
採取一系列預防感染措施及應變安排,務請試場學校
留意：

1.考試前的預備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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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鑑於Omicron的高感染率,建議學校採用1.8米為考生座位
之間（包括前面、後面及兩旁）的理想距離

➢ 學校應把禮堂劃分成不同區域,以防止交叉感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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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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試場實施加強的防疫措施及應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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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試場座位表
座位編號001-100



➢ 試場學校如曾減低禮堂／課室可容納人數,部分
考生或會被安排調往試場學校其他課室應考(註:
加開課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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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堂調往加開課室試場的工作,並安排領取／派
發試卷及將答卷交回禮堂

封區安排或其他特殊情況

➢ 盡量提供額外座位及試卷予臨時轉換試場的考生

➢ 考生如因封區安排遲到尋求協助,試場主任應記
錄考生到達試場時間,填寫SR4g報告書交考評局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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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1
座位編號051-065

課室2
座位編號066-080

禮堂
座位編號001-050

加開課室安排

或

➢ 重新編排考生座位表
(由禮堂調至加開課室)

禮堂(原先座位表)
座位編號001-080



➢ 在禮堂門口張貼告示

聆聽考試

➢ 在課室門口張貼指示

(註：若試場學校於同一日開設一般試場(禮堂1及禮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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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課室1
(2樓201室)

試場編號：A1000
座位編號：051-065

1. 考試前一日

原定試場 座位編號 轉往 樓層／房號 廣播模式

A1000

001-050 禮堂 1樓 紅外線接收系統

051-065 課室1 2樓201室 電腦

066-080 課室2 2樓203室 電腦



2.考試當日
➢ 試場提早於上午7時45分 (卷一及卷二）／8時30分（卷三:使用收音

機或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之試場）／ 8時45分（卷三:使用學校廣播
系統／USB播放機／電腦廣播之試場）開始讓考生進入以便考試可於
早上8時30分／10時開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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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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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考生及自修生則獲豁免)

➢ 大部分試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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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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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試當日
➢ 考生和監考人員必須每日進行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檢測並取得陰性結

果才赴試場

➢ 監考員須檢查考生是否已填妥及簽署「考生健康申報表」(2022年4月
11日更新),並收集及放於一個由考評局提供的透明膠袋內並寫上試場
加上標示,於每日考試後交回考評局

➢ 考評局會為試場提供適量的防疫物資，例如保護衣、外科口罩(供監
考人員使用)、耳探／額探熱器、消毒紙巾、搓手液、手套及少量面
罩等。如需補給,請聯絡考評局(電話：3628 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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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是否有考生超出體溫監察警界線
➢ 如有,需為該考生進行耳探／額探
➢ 如有需要,考生可稍作休息再進行第

二次探熱(最終以耳探溫度為準)

體溫監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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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散播,若考生出現任何於「考生健康申報表」
上所列出2019冠狀病毒病的徵狀如發燒(體溫逹到38度或以上)、急性
呼吸道感染徵狀、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監考員將要求考生回家休息
及盡早向醫生求診,並填寫有關報告書。監考員將嚴格執行此程序

➢ 考生於考試日遇上下列任何情況,均不應赴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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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有於考試日完成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或
◼ 考試日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為陽性

➢ 考生或同住家人因應政府公告而需接受強制檢測,但在開考前仍未收
到檢測結果,考生及同住家人在考試當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為陰
性,考生便可進入試場應考

考生須就上述情況在申報表內申報
(註：考評局會為確診冠狀病毒病和需要接受強制檢疫的考生,安排
於竹篙灣隔離設施應考,詳細安排已上載考評局網頁)

監考員需要嚴格執行以下程序：



「考生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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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務人員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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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考生未能聲明所有陳述屬正確,試場主任／監考員應派
發「有關考生出現新冠狀病毒病的病徵須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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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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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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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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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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試場檢查考生身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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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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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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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試場檢查考生身分的程序:

讓考生進入禮堂前／進入課室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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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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試場檢查考生身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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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考前
➢ 監考員應在開考前最少45分鐘(即7時45分(卷一及卷二)或

8時30分（卷三:使用收音機或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之試場）
／ 8時45分（卷三:使用學校廣播系統／USB播放機／電腦
廣播之試場）左右)抵達試場,並完成體溫檢查及健康申報

程序
➢ 試場主任向禮堂監考員及課室監考員(如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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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至4月
上旬送抵試場,試場主任需於4月7日前檢查及核實數量)

➢ 考生入座前(於開考最少15分鐘前讓考生進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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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開課室監考員(註：
視乎加開課室的容量,約2-3個課室共用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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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考前

➢ 如有加開課室,試場主任及副試場主任應在8時15分(卷
一及卷二)或9時（卷三:使用收音機或紅外線接收系統
廣播之試場）／9時15分（卷三:使用學校廣播系統／
USB播放機／電腦廣播之試場）左右,在禮堂考生和一位
外校監考員的見證下開拆試卷,按各加開課室考生人數
(另加一份給加開課室監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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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加開課室將試卷分給各加開課室監考員(註:開拆第二
節試卷可在開考時間15分鐘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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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試中
➢ 考生必須戴上自備外科口罩（口罩須完全覆蓋口、鼻和

下巴）,不可除下口罩,否則將被視作違規
➢ 監考員在點名及核實考生身分時,不可要求考生除下口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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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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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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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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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

➢ 考生仍須戴上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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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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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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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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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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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於頭部的足夠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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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考試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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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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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讓該課室的考生離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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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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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副試場主任不需即日交回考試報告書及SR4t報告書,不
論有否使用),只須分別於該試場所舉行的最後一節核心
科目考試／最後一節考試完畢後一併交回禮堂試場主任
並交回考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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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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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生須聽從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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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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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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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套(適用於禮堂試場的加開課室)

課室2
(2樓203室)

試場編號：A1000
座位編號：066-080



答卷封套(禮堂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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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編號

001 050

31

27 APR 2022



筆試的主要程序
第二部分：筆試的考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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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video/686177270.html


考試程序（開考前）
預備場地

➢ 教育局已宣布所有中學於文憑試核心科目考試,即2022
年4月22日至28日完結後始復課,以盡量提供額外考室
和監考人員

➢ 盡早與學校商討,在考試期間保持試場環境安靜,避免
進行嘈吵的活動

➢ 應關掉試場及聆聽卷別特別室内及外的校鈴

➢ 在試場門口張貼告示,及於告示版指示考生各試場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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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 於考試日早上7:15至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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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開考前向監考員(包括特別室監考員)概述當日考
試的各項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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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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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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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試場主任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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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考試用

品已於3月下旬至4月上旬送抵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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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 考生入座前,安排監考員派發考試用品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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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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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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一及卷二

預備作第一項宣布前,先安排一位監考員於試場入口提示
遲入試場或遲到的考生關掉手提電話

（註：由2022年起,考評局將停止向試場提供手提電話提
示卡）

➢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收音機／紅外線試場 - 於上午9:45後抵達試場的考生,
指示他們前往特別室應試

使用學校廣播系統／USB播放機／電腦廣播的試場不設特
別室 - 需於試場入口提示遲入試場或遲到考生關掉手提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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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前）
➢ 按試場主任手冊作出宣布

➢ 指示考生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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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已關掉及不會發出聲響,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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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增設加開課室,請依照
本第20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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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紅外線試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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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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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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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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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有與考科目該行已於考試前核實考生身分時
正確蓋印（註：如果考生的准考證尚未蓋印或
對考生身分有懷疑,監考員應要求有關考生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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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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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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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程序（開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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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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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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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收音機
／紅外線試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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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由加開課室轉往聆聽卷別特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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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考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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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紅外線試場)：於上午9:55前

收集缺席考生的電腦條碼紙及草稿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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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考首30分鐘後至完卷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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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留意考生是否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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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聆聽部分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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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video/457698973.html


➢ 聆聽部分經由香港電台第二台或紅外線接收
系統(IR Transmission System)或學校廣播
系統(PA System)廣播

➢ 在電台廣播的試場,考生必須帶備耳筒式收音
機應試(註:如有加開課室,應盡可能使用同一
模式,即考生用耳筒式收音機收聽考試內容)

➢ 在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的試場,考生必須帶備
耳筒(插頭直徑為3.5mm及備有兩個絕緣環),以

接駁考評局提供的接收器(註:如有加開課室,
應以USB播放機/電腦廣播考試內容)

54

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 在學校廣播系統廣播的試場,考生無需自備
耳筒式收音機或耳筒應試,試場不設特別室。
(註:如有加開課室,應以USB播放機/課室電
腦廣播考試內容)

➢ 以紅外線接收系統/學校廣播系統/USB播放
機/電腦廣播聆聽部分的試場將以USB播放考
試錄音。本局已向部分禮堂試場及其特別室
(只限紅外線試場)提供手提式USB播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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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模式 特別室 遲到考生(於上午9:45後扺達)

禮堂 禮堂2 課室

電台廣播 ✓ ✓ ✓ 前往特別室

紅外線接收系統 ✓ ✓ 前往特別室

學校廣播系統 X X 於考試錄音USB播放後抵達試場
的考生,安排其坐於禮堂後排預
留的座位,以免滋擾其他考生

USB播放機/電腦 X 於考試錄音USB播放後抵達試場
的考生,安排其坐於靠近門口預
留的座位（如可能的話）,以免
滋擾其他考生

➢ 部分試場學校會在校內的不同試場採用不同

的廣播模式,請有關試場主任/課室監考員留
意以下特別室及遲到考生的安排:



卷三考試時間的計算方法

➢ 試場主任須在卷三聆聽資料播放完畢後,
根據試場的時鐘所示的時間計算完卷時間
1小時15分鐘,並把完卷時間寫在黑板上

➢ 卷三錄音資料播放完畢的時間約為上午10
時25分左右,故完卷時間約為中午11時40
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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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的考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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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 特別室

電台/紅外線廣播的
試場

學校廣播系統/USB
播放機/電腦廣播的
試場

電台廣播的特別室USB播放機/電腦
廣播的特別室

設有特別室? P X

7:45-8:45 試卷送達試場 試卷送達試場

8:00 技術員準備好紅外線
廣播系統

8:30 考生及監考員報到
試場主任分發物資到
特別室

試場主任分發物資
到特別室
試卷、電腦條碼紙
(15張備用)及其他
用品
寫上適用於該試場
區域的接收頻道的
便條

試場主任分發物
資到特別室
試卷、電腦條碼
紙 (15張備用)及
其他用品包括
試音USB或存檔於
電腦的試音檔案
及考試錄音USB

8:45 考生及監考員報到
9:00-9:10 派發電腦條碼紙 派發電腦條碼紙
9:15 按「試場主任手冊」

作出宣布,包括提示
考生關掉手提電話,
將個人物品放在座位
下,檢査個人電腦條
碼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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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 特別室

電台/紅外線廣播的試場 學校廣播系統/USB播放機/
電腦廣播的試場

電台廣播的
特別室

USB播放機
/電腦廣播
的特別室

9:20 核實考生身分及點名 (須於9時50分前
完成)

考生可開啓收音機(電台廣播)／把耳
筒接駁至考評局提供的接收器(紅外線
系統廣播),以測試接收效果

指示技術員播放試音USB或存檔於電腦
的試音檔案,以便考生測試接收效果
(紅外線系統廣播)

09:30 -
9:45

香港電台第二台作出簡短的宣布 ('現
在是9:30……..),讓考生確認電台頻
道（適用於電台廣播的試場）

按「試場主任手冊」作出
宣布,包括提示考生關掉手
提電話,將個人物品放在座
位下,檢査個人電腦條碼紙
等
核實考生身分及點名
(9:50前完成)

09:40 -
9:45

考生如遇到接收問題,可指示他／她前
往特別室應試（除非情況特殊,不應為
考生更換座位）；考生應攜帶其個人
電腦條碼紙前往特別室

播放試音USB或存檔於電腦
的試音檔案(全長15分鐘)

9:45 香港電台第二台作出簡短的宣布 ('現
在是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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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 特別室

電台/紅外線廣播的試場 學校廣播系統
/USB播放機/電腦
廣播的試場

電台廣播的特別室 USB播放機/電腦
廣播的特別室

9:46 在試場入口掛上「遲到考生不得進場」
的告示牌；指示遲到考生(在9:45後抵
達試場)前往特別室應試

遲到的考生,不論
其抵達試場的時
間,應獲准應考

遲到考生進入特別
室

無論有否考生進入
特別室,特別室監
考員應開啓收音機

遲到考生進入特
別室

無論有否考生進
入特別室,特別室
監考員應開啓或
USB播放機／相關
器材並播放試音
USB或存檔於電腦
的試音檔案）

測試完畢,指示考生摘下耳筒
停止播放試音USB或存檔於電腦的試音
檔案(適用於紅外線試場)
在監考員／考生見證下開拆試卷封包及
派發試題答題簿給出席考生,但不用派
發在缺席考生的座位上
(註：如有增設加開課室,請提早於9時
30分開拆試卷封包)

9:46 宣布派發試題答題簿

9:50 完成點名／派發試題答題簿 完成點名
9:55 收集缺席考生草稿紙／電腦條碼紙

香港電台第二台播放‘Greensleeves’
（適用於電台廣播的試場）

試音USB播放完畢
宣布派發試題答
題簿

停止為考生點名
(如有考生前往特
別室)

停止為考生點名
(如有考生前往特
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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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 特別室

電台/紅外線廣播的試場 學校廣播系統/USB播放機/
電腦廣播的試場

電台廣播的特別
室

USB播放機/電
腦廣播的特別
室

10:00 考試正式開始 考試正式開始

(於考試錄音USB（即2022年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
科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播放後抵達試場的考生,須由
監考員安排坐於禮堂後排預
留的座位,以免滋擾其他考生

考試正式開始 考試正式開始

(首段廣播内容會指示考生
在試題答題簿封面填寫考
生編號、檢査試題答題簿、
在簿面及内頁貼上電腦條
碼貼紙,然後才播放考試内
容)

(首段廣播内容會指示考生在
試題答題簿封面填寫考生編
號、檢査試題答題簿、在簿
面及内頁貼上電腦條碼貼紙,
然後才播放考試内容)

(首段廣播内容會
指示考生在試題答
題簿封面填寫考生
編號、檢査試題答
題簿、在簿面及内
頁貼上電腦條碼貼
紙,然後才播放考
試内容)

(首段廣播内容
會指示考生在試
題答題簿封面填
寫考生編號、檢
査試題答題簿、
在簿面及内頁貼
上電腦條碼貼紙,
然後才播放考試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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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 特別室

電台/紅外線廣播的試場 學校廣播系統/USB播放機/
電腦廣播的試場

電台廣播的特別
室

USB播放機/電
腦廣播的特別
室

10:25 聆聽部分完結,試場主任須
根據試場的時鐘所示的時
間計算完卷時間1小時15分
鐘,並把完卷時間寫在黑板
上

聆聽部分完結,試場主任須根
據試場的時鐘所示的時間計
算完卷時間1小時15分鐘,並
把完卷時間寫在黑板上

收集缺席考生草稿紙/條碼

聆聽部分完結,試
場主任須根據試場
的時鐘所示的時間
計算完卷時間1小
時15分鐘,並把完
卷時間寫在黑板上

聆聽部分完結,
試場主任須根據
試場的時鐘所示
的時間計算完卷
時間1小時15分
鐘,並把完卷時
間寫在黑板上

約
11:40

考試完結,分開收集試題答
題簿及電腦條碼紙

考試完結,分開收集試題答題
簿及電腦條碼紙

考試完結,分開收
集試題答題簿及電
腦條碼紙

考試完結,分開
收集試題答題簿
及電腦條碼紙

第六部分：特別室監考員須知

http://www.hkeaa.edu.hk/video/457699352.html


卷三：特別室 (只適用於以電台或紅外線接收系

統廣播的試場)

➢ 預留一至兩間鄰近禮堂的課室作為特別室

➢ 使用電台廣播的特別室：將手提收音機* ／收音
録音機*放在特別室教師桌上,並調校到香港電
台第二台

*註：由於有時差及穏定性的問題,切勿以電腦
透過互聯網播放網上電台頻道

➢ 使用USB播放機／電腦的特別室或加開的特別室：
將USB播放機／相關器材放在特別室教師桌上

➢ 安排一位同工於考試期間作為特別室助理,協助
特別室監考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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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9:45,無論有否考生進入特別室,特別室監
考員應開啓收音機（或USB播放機／相關器
材並播放試音USB或存檔於電腦的試音檔案）

➢ 於9:55,停止為考生點名(如有考生前往特別
室)

➢ 在特別室内,考生不得使用自備的耳筒式收
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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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特別室 (只適用於以電台或紅外線接收系

統廣播的試場)



廣播開始後到達特別室的考生：

➢ 若考生有攜帶試題答題簿進入特別室,應繼
續使用先前獲發的試題答題簿

➢ 若考生未有攜帶試題答題簿進入特別室,則
向其派發新的試題答題簿

➢ 未有攜帶個人電腦條碼紙的考生應獲發一張
備用電腦條碼紙

➢ 向考生派發「特別室提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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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特別室 (只適用於以電台或紅外線接收系

統廣播的試場)



➢ 臨近開考時間或已開考,應彈性處理核實考
生身分及點名等程序

➢ 特別室監考員應在「聆聽卷別特別室座位表」
上清楚記録每名考生的座位安排

➢ 為方便填寫「考試報告書(特別室)」,特別
室監考員(或特別室助理)可先在「聆聽卷別
特別室座位表」上為個別考生記録其抵達特
別室的時間及考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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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特別室 (只適用於以電台或紅外線接收系

統廣播的試場)



➢ 考試完結,指示考生合上答卷

➢ 如有從禮堂／課室／加開課室進入的考生仍未被點名

(例如：在9:55後始進入特別室的考生),檢査有關考

生的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及使用掃描器點名

➢ 收集所有答卷後,掃描貼在答卷上的電腦條碼貼紙,於

「考試報告書(特別室)」記録所收答卷總數

➢ 如學校開設多於一個禮堂試場(即禮堂1／禮堂2),來

自不同禮堂的考生應前往所屬禮堂的特別室。如發現

有來自不同禮堂試場的考生進入特別室,應使用所屬

禮堂的條碼掃描器掃描該考生的答卷,並將其答卷放

入所屬禮堂的聆聽卷別「特別室考試報告書及答卷封

套內」,交回所屬的禮堂試場主任 67

卷三：特別室 (只適用於以電台或紅外線接收系

統廣播的試場)



➢ 若特別室監考員在收集試題答題簿時發現有
考生不曾獲發電腦條碼紙,應向他／她派發
備用電腦條碼紙,並指示考生在備用電腦條
碼貼紙上寫上考生編號

➢ 特別室監考員應填寫SR4b報告書的甲及丙部,
以免考生因沒有在考試時間内張貼電腦條碼
貼紙而被扣分

68

卷三：特別室 (只適用於以電台或紅外線接收系

統廣播的試場)



➢ 在考試報告書(特別室),特別室監考員應：

1. 準確地記錄考生抵達特別室的時間及
在特別室應考的原因

2. 指示考生在報告書上指定位置張貼其
個人電腦條碼貼紙

3. 要求每名考生核對其資料及在其考生
編號旁邊簽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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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特別室 (只適用於以電台或紅外線接收系

統廣播的試場)



卷三：使用USB的試場(紅外線系統／學校廣播系統)

➢ 試場主任於開考前將收到以下考試物品：
1. 試卷
2. 載有1隻試音USB的封包(註：由2022年起，考評局只

會向禮堂試場及特別室各提供1隻試音USB(紅外線試
場)／禮堂試場提供1隻試音USB (學校廣播系統) 。
試場學校如需要額外數量的試音USB（例如加開特別
室 或 額 外 考 室 ） , 必 須 預 先 於 考 評 局 網 頁
（ www.hkeaa.edu.hk/en/exam_personnel/info_cent
re/）下載試音檔案，並複製足夠數量的試音USB／存
檔於電腦內供試音之用。試場主任應安排一部後備播
放機以備不時之需。)

3. 載有1隻考試録音USB及1隻備用考試録音USB的封包
4. 2份録音稿 (載於考試録音USB封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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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使用USB的試場(紅外線系統／學校廣播系統)

➢ 如有加開課室,每個課室試場會收到以下考試物品:
1. 試卷(由禮堂提供)
2. 載有1隻試音USB的封包(供試場主任保管,供任何一個

課室試場有需要時使用) (註：由2022年起,考評局只
會向禮堂試場及特別室各提供1隻試音USB(紅外線試
場)／禮堂試場提供1隻試音USB (學校廣播系統) 。
試場學校如需要額外數量的試音USB（例如加開特別
室 或 額 外 考 室 ） , 必 須 預 先 於 考 評 局 網 頁
（ www.hkeaa.edu.hk/en/exam_personnel/info_cent
re/）下載試音檔案，並複製足夠數量的試音USB／存
檔於電腦內供試音之用。試場主任應安排一部後備播
放機以備不時之需。)

3. 載有每個課室試場1隻考試録音USB的封包(試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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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個課室試場1份録音稿(載於考試録音USB封包內)
(試場主任另有1份録音稿供有需要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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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録音USB不可在上午10:00前開始播放；
録音只播放一次

➢ 試場主任應參閲隨同考試録音USB附上的録
音稿,以掌握録音進度(註：録音稿乃高度機
密文件,不可讓考生看見)

➢ 除非考試録音USB出現問題,否則不應使用備
用考試録音USB

➢ 於特別室(只限紅外線試場,如適用)／加開
的特別室聆聽部分經由USB播放機／電腦播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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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使用USB的試場(紅外線系統／學校廣播系統)



卷三：使用紅外線系統的試場
➢ 如考生攜帶無線耳筒或其耳筒不能接駁至考

評局提供的接收器(插頭上應備有兩個絕緣
環及直徑:3.5mm),應向他／她提供一個後備
耳筒；考生亦可選擇前往特別室應試

➢ 考試進行中,如考生遇到接收問題,着監考員
為該考生更換接收器連耳筒,考生亦可選擇
前往特別室應考

➢ 有關於考試進行中更換接收器連耳筒及有問
題的耳筒或接收器的個案詳情,應記錄在
SR4g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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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情況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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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情況的處理

1.考生未能出示准考證／有效身分證明文件

2.電腦條碼

3.考生手提電話／電子器材／可發出聲響的
物件

4.懷疑考生作弊

5.其他緊急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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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生未能出示准考證（正本）或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
➢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正本）及身分證／有效

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應試。由於檢查考生身
分的程序提前於考試前進行,如考生未能提供
足夠身分證明文件以核實其身分,須向其派發
「考生未能出示准考證及／或有效身分證明文
件須知」SR1(Notes)

➢考生須在SR1報告書填寫甲部並於指定位置抄
錄乙(1)部其中一段文字以便考評局日後鑑辨其
字跡,而試場主任則須填寫乙部及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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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情況的處理



➢ 在下列情況下,考生須填寫SR1(Notes)背頁的資
料並透過試場通訊及支援系統（PECSS）拍攝一
張照片,以作日後核對身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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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 附有考生相片的身分證明文件

X X

✓

(准考證上並未附有相片或相片
與考生本人不符)

X

X ✓

(相片與考生本人不符)

異常情況的處理



填寫SR1報告書及於試後透過試場通
訊及支援系統（PECSS）拍攝一張照
片,以作日後核對身分之用

考生未能出示准考證╱有效身分證明文件

未能出示准考證 未能出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

考生未能出示准考證╱有效身分證明文件

照常應考

是
出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 准考證附有相片?

只需填寫SR1報告書
(未能出示准考證)

是

向其派發「考生未能出示
准考證及／或有效身分證
明文件須知」SR1(Notes)

否

否

是
是

相片是否與考生
本人相符?

否

否



透過試場通訊及支援系統(PECSS)拍攝照片

1.拍攝快照

➢使用錄影用的網路攝影
機(即面對考生的攝影
機)

➢按「快照」鍵

79

2.視窗會出現一個訊息,顯示
快照檔案的儲存位置

圖片將
會儲存
到d:\sn\

考試當天
的資料夾

檔案是以拍攝
日期和時間命
名，次序為年、
月、日、時、
分和秒



傳送檔案至支援中心
3. 開 啟 與 HKEAA

Helpdesk的交談視窗,
按「傳送檔案」鍵

➢ 選擇需要傳送的檔案

80

4.傳送檔案的訊息將會發送
至支援中心

➢ 若支援中心收妥有關檔
案,交談視窗中將會顯示
「<檔案名稱>的傳輸已
完成」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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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1報告書和答卷的處理



2.電腦條碼
➢ 新增考生(即於派發准考證後新增／更改科目或

姓名的考生)亦會獲發一張新的個人電腦條碼紙

➢點名及收卷程序會採用ASTS

➢新增考生的答卷應與其他考生的答卷一併收集
及包裝

➢ 以下考生將獲發備用電腦條碼紙

➢如試場並無考生的個人電腦條碼紙（例如：前
往非指定試場應試）

➢考生的個人電腦條碼紙有損毀／資料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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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使用備用電腦條碼紙,或沒有於答卷
封面貼上電腦條碼貼紙的個案,應記錄在
SR4b報告書,連同有關考生的答卷放在
「特別報告書及有關答卷封套」内

➢ 如考生的個人電腦條碼貼紙不敷應用,無
需派發備用電腦條碼紙,應指示考生在餘
下的電腦條碼格子内填上考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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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考生的物品(包括准考證)上發現剩餘
電腦條碼貼紙(包括考試當日或過往的科
目),應指示考生於試後填寫SR4g報告書,
並將相關的物件（例如准考證)連同已張
貼的電腦條碼貼紙覆印附於報告書一併交
回考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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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生手提電話／電子器材／可發出聲
響的物件

85

➢ 電子器材包括平板電腦、手
提電話、多媒體播放器、電
子字典、具文字顯示功能的
手錶、智能手錶、無線耳機
或其他穿戴式附有通訊或資
料貯存功能之科技用品等

➢ 考生已獲通知應帶備僅顯示
時間的普通手錶,考試期間禁
止使用智能手錶（不論任何
功能）。如果在考試期間發
現考生攜有智能手錶,應指示
考生將其放入座椅下的手提
包內,並於完卷後留下填寫
SR4p報告書

穿戴式科技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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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手提電話／電子器材／物件（例如收音
機、計時器或手錶等）發出聲響,應找出聲響
來源,指示考生即時把其關掉

➢ 如未能將響鬧功能關掉或聲響間竭地持續,請
先向考生收去有關器材及存放在校務處保管
直至考試完結,並指示考生於完卷後留下填寫
SR4p報告書及取回有關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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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處理手提電話事故的程序

➢ 若考生的手提電話／電子器材／物件處於開啓模
式,指示考生將其關掉並放進手提電話膠套內

➢ 若考生的器材／物件過大,應指示考生把其關掉
並放在座椅下直至考試完結

➢ 於完卷後指示考生出示通話／通訊記録

➢ 在SR4p記録有關物件發出聲響的時間及相關資料,
以及填寫所有空格選項

➢ 若未能找出聲響來源而聲響已停止,則無需跟進
事件

http://www.hkeaa.edu.hk/video/457700029.html


4.懷疑考生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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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抄襲答案、窺看書籍/紙張、與人互通
訊息、於洗手間使用手提電話/電子器材等

➢ 把有關筆記、書籍、紙張、隱形/可擦墨水筆、
具文字顯示功能的手錶等物品收去

➢ 處理個案時應有另一位監考員作見證

➢ 對於懷疑個案（包括考生舉報他人作弊）,應
於完卷後指示有關考生留步填寫SR4g報告書,
避免在考試進行中對考生造成騷擾

第九部分：處理懷疑考生作弊事故的程序

http://www.hkeaa.edu.hk/video/457700210.html


考生利用高科技用品作弊
➢ 試場主任／監考員應特別留意考生有沒有利用具

攝錄、文字儲存或通訊功能的電子用品作弊,這
些器材可能與一般文具或用品相似（如原子筆、
膠擦、直尺、手錶等）

89裝有流動應用程式或支援無線技術的智能手錶

運動手錶計算機內藏智能電話



考生利用高科技用品作弊

• 如試場主任懷疑考生使用高科技用具包括電子器
材作弊,須檢查及收去有關物件作為證物,但應准
許該考生完成考試。試場主任應要求該考生於考
試後填寫SR4g報告書

• 如該物品是手提電話或智能手錶,應將其關掉並放
進手提電話膠套內,其後的處理程序與手提電話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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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緊急事故

91

➢ 有關其他緊急事故如停電、噪音問題等情況,請
參閱「中國語文科試場主任手冊(禮堂)」第四
部分:異常事項的處理方法

➢ 如在考試進行中遇到異常情況,可透過PECSS聯
絡本局支援中心



處理考生投訴／報告異常事件

就考生對試場環境的投訴,應即時處理
➢ 於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應迅速處理考生的接

收問題,考生可選擇前往特別室(只適用於收
音機／紅外線試場)應考

➢ 考生手冊已列明,倘若考生的座位情況／接收
不理想,應立即向試場人員求助。若考生未有
於試場提交報告／沒有前往特別室應考(如適
用),但卻於考試後提出相關投訴,考評局不會
處理有關個案

➢ 有關試場環境不理想的投訴,考生須提供細節
（例如：噪音／滋擾出現的時間及持續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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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協助,可透過「試場通訊及支援系統」與考
評局控制中心職員(電話：3628 8380)聯絡

➢ 在試場實施預防冠狀病毒病措施,有關預防措施
日後如有任何變動,本局會盡快通知學校及於本
局網頁（www.hkeaa.edu.hk）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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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


文憑試「試場主任手冊」
供中國語文科使用

➢ 試場主任職責、考試安排、整體考試程序、異常事
項的處理方法(即第一、二、三甲及四部)及監考員
須知(禮堂監考員、禮堂監考員(聆聽):以電台／紅
外線接收系統廣播的試場及以學校廣播系統廣播的
試場及特別室監考員

➢ 個別卷別的考試程序及宣布事項(即第三乙及三丙部
(聆聽):以電台／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的試場及以學
校廣播系統廣播的試場)

➢ 試場主任須確定所使用的考試程序及宣布事項乃當
日舉行的應考語文(廣東話或普通話)

➢ 特別試場另備試場主任手冊
94



➢ 2022年考試重要注意事項

➢ 2022年考試程序短片(特別試場請參閱有關特別
試場的短片)

➢ 監考員須知

➢ 監考工作温故知新

➢ ASTS使用者手冊(包括因應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
所作的點名及收集答卷特別安排)

➢ 試場主任宜與學校監考員進行分享及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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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學校監考員熟習考試程序



考務人員需注意有關利益衝突的守則

➢ 所有考務人員包括試場主任、監考員必須遵守在履行職
務時所獲悉的一切事宜保密的責任,並不論於什麼時候對
其在履行職務期間可能取閱的所有資料、材料及文件嚴
格保密

➢ 試場主任／監考員或其配偶不可在補習學校*任教或擔任
管理工作
*「補習學校」乃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立學校(非正規私校),並須根據《教育
條例》 ( 第 279 章 ) 註冊。由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起,提供非正規課程
的私立學校只要符合《教育(豁免)(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令》中所
列的條件,便可豁免於《教育條例》及《教育規例》中有關費用、僱用教
員及教員資格、校長、假期及授課時間等條文的管限

為免混淆, 「補習學校」或會以其他名稱出現例如「補習社」、「補習中
心」、「教育中心」、「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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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務人員需注意有關利益衝突的守則

➢ 禮堂監考員如發覺試場內有其認識的考生,必須即時向試
場主任申報。試場主任須因應實際情況,盡量安排其他監
考員:

1)回答該考生的查詢及收集其答卷,及

2)陪同該考生前往洗手間

試場主任須在「SR4i 報告書」的丙部記錄有關監考員#1

的口頭申報並確認是否已作出上述的跟進行動（即1及／
或2）,特別室監考員#2應填寫丁部申報

註：#1於「原校試場」或「原校及地區試場」,只有外派
監考員方需要作出申報

#2於「原校試場」或「原校及地區試場」,特別室監
考員只需就非原校考生作出上述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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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評局為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 附表1指明受管轄的公
共機構之一。試場主任及監考員應緊記嚴禁向考評局職
員提供任何利益。參與考務工作的試場主任及監考員亦
受防止賄賂條例的條款規管。考評局禁止試場主任及監
考員向與局方有公務往來的人士或機構索取或接受該人
士或機構所提供的任何利益,試場主任及監考員亦禁止提
供利益予任何人士或機構,以用作影響該人士或機構與考
評局之公務往來

➢ 請瀏覽有關考務人員培訓短片及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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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video/457712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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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10
0

答問安排

➢ 如有問題或查詢,請電郵至dse@hkeaa.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