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學校領導人論壇 

2022 年 3 月 1 日 

問答精華 

 
考試時間、試場及人手安排： 

 
1. 在特別假期後，中學可否立即恢復授課？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

的四個核心科目舉行期間，學校可否進行網課？ 

 
⚫ 在疫情轉趨緩和及在可行情況下，學校將於原定的復活節假期(即特別

假期)後恢復上課。為確保文憑試能順利進行，中學的面授課堂將不早

於文憑試核心科目考試結束後（即不早於 4 月 29 日）恢復。文憑試

需要大量考務人員準備及監考，必須優先處理。如學校在配合文憑試

相關工作之餘仍可調配人手，亦可於文憑試核心科目考試期間進行網

課。 

 
2. 考評局可否代學校聘請監考員？ 
 

⚫ 由於我們需要有經驗的老師擔任考務人員，加上近年在核心科目考試

期間推行「原校及地區試場安排」和各項防疫措施，試場數目較以往

增多，所需的考務人員數目亦相應較多。因此，考評局難以安排外聘

監考員代替學校提名的監考員。面對疫情，我們亦呼籲試場學校應預

留額外監考人員，以作應變安排，如替代臨時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教

職員。 

⚫ 按照教育局早前的宣布，學校會提早放特別假期，中學要待文憑試核

心科目考試完結後才恢復課堂，相信這有助學校調配老師於文憑試期

間擔任考務人員。教育局亦明確指出，由於文憑試需要大量考務人員

為考試作準備及監考，故必須優先處理。要順利舉辦文憑試，必須學

界同心協力，以整體考生的福祉為主要考慮因素。我們感謝學校一直

以來的體諒與支持，讓文憑試近年在疫情下亦能順利舉行。 

 
3. 考生座位距離是否必須拉闊至 1.8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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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盡量開放禮堂、活動室及更多課室為試場，把考生分流至

不同考室與樓層，以減低交叉感染的風險。 



⚫ 由於學校在核心科目考試期間仍處於特別假期，期望學校盡量撥出校

舍空間包括課室及人手，配合考試防疫安排，以保障考生及考務人員

的健康與安全。 
 

4. 學校原本只需動用禮堂為試場，但在考生座位距離拉闊至 1.8米後，學

校是否需要撥出其他課室作試場？考評局會否重新調配考生的試場？ 

 
⚫ 在拉闊考生座位距離後，禮堂試場可容納的考生人數減少，學校需撥

出其他課室或活動室作為考室以容納所有考生。 考評局將不會重新為

考生分派試場及更新准考證的資料，以避免不必要的延誤及混亂，故

部分禮堂/課室多出的考生或會被編配到同一試場學校內其他的課室，

但有關資料不會列於其准考證上。學校需要為有關考生重新編排座位，

並在禮堂及課室門口張貼更新的座位表及告示，指示考生到正確的考

室應考。 

 
5. 考評局會否就更新的文憑試考試時間表，再向學校更新試場使用安排？ 

 
⚫ 考評局已於 2 月中向學校發信，要求學校透過系統確認試場使用的安

排，而有關安排亦為最後落實的試場安排。由於距離開考時間緊逼，

考評局未及更新系統內的考試日期，故請學校按更新的考試時間表，

安排相應考室及人手。 

⚫ 學校並需要為有關考生重新編排座位，在禮堂及課室門口張貼更新的

座位表及告示，指示考生到正確的考室應考。 

 
6. 可否把同一試場學校內的學校考生及自修生分開安排於不同的考室應

考？ 

 
⚫ 不可以。禮堂/課室試場均會安排學校考生及自修生同場應考，尤其課

室試場不設試場通訊及支援系統的錄影，自修生同場應考有助維護考

試的公平與誠信。 

⚫ 自修生同樣需遵從所有試場防疫安排，包括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獲

得陰性結果方可應考。 

 
7. 部分考生於同一天上午及下午分別應考兩個不同科目，會否安排於同

一試場應考？ 

 
⚫ 於同一天上午及下午均要應考的考生為數相當少，亦牽涉較少試場，

考評局會盡量安排受影響的考生於同一試場或鄰近的試場應考。 

 



8. 部分考試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舉行，如部分教職員拒絶回校監考，應

如何處理？ 

 
⚫ 考評局在調整考試時間表時，已考慮學校所需的考室及人手安排，以

及需連續應考的考生人數等因素，盡量把考生人數較少的科目安排在

星期日下午進行，如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約 900人)、倫理與宗教科

(約 780 人)等，以盡量減少學校在假日舉辦考試所需的人手和壓力。 

⚫ 有關安排主要希望能盡量縮短文憑試的考試日數，以減低考試因疫情

而中斷的風險，希望學校及教職員能體諒及配合。 

 
9. 由於不少特殊需要考生獲加時安排，故考試時間較長，如考生需在兩

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飲水及進食，應如何安排？ 

 
⚫ 不少特殊需要考生的考試時間較長，或需要在休息時間進食。大部分

的特殊需要考生均獲安排在原校試場應考，相信有關學校的考務人員

了解考生的需要，能安排額外房間或地方讓考生在保持適當距離及在

安全的情況下進食。 

 
10. 如試場因發現確診個案而需暫時關閉，原校考生須轉往其他試場應考，

惟部分特殊需要考生需要在熟悉的環境應考，可否讓有關考生留在原

校試場？ 

 
⚫ 如出現有關情況，我們會諮詢學校意見，如考生的特殊需要、學校清

潔消毒的情況等作個別考慮及安排。我們於 2021 年，亦曾因疫情需要，

適切地安排個別特別試場考生轉往其他試場應考。 

 
11. 學校可從哪裡獲得有關試場安排的詳細資訊，如禮堂及課室試場安排、

座位安排、試場通風安排、後備試場安排等？ 

 
⚫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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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按此參考；亦可按此瀏覽今次論壇的簡布。 

  
快速抗原檢測安排： 

 
12. 考試當日，考生是否需要預先在家進行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檢測及填

妥健康申報表？考評局會否向試場提供後備快速抗原檢測包，讓未能

出示結果的考生即場進行快速測試？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ainNews/Instructions_to_Candidates_Precautionary_Measures_at_Exam_Centre_Chi.pdf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Schools_and_Teachers/schools_teachers/Info_Teachers/School_Leaders_Forum_1_March_2022_final.pdf


⚫ 考評局不會在試場向考生提供後備快速抗原檢測包。為避免延誤考試

流程，以及增加考生和考務人員的感染風險，試場學校難以安排考生

於試場進行快速測試。 

⚫ 因此，考生必須每日在前赴試場前自行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獲得陰

性結果才會獲准進入試場應考。如考生忘記進行測試，將會被拒絕進

入試場。 

 
13. 考評局會如何核實考生已進行抗原快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考生是

否需保留快速抗原測試的結果以備日後作查核之用？ 

 
⚫ 考生須在健康申報表上申報快速測試的結果，如考生作出虛假申報，

將受到懲處甚或被取消考試資格。考生亦有機會因此而違反防疫條例。 

⚫ 考生需於每個考試日完成快速檢測並取得陰性結果後，把當天的檢測

結果放在其准考證旁拍照以作紀錄。試場不會逐一檢查考生的檢測結

果照片，但考生應於整個文憑試進行期間保留有關照片以作需要時抽

樣查核之用。 

 
14. 是否所有考務人員均需要在進入試場前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 教育局為考評局提供額外資源，為所有考生及考務人員提供快速抗原

檢測包於文憑試期間使用。為保障考生和考務人員的健康和安全，各

考務人員必須於每個參與監考的考試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獲得陰

性結果才可進入試場。 

 
15. 監考員可否用自行購買的快速抗原測試進行檢測？ 

 
⚫ 考評局會按校長提名的監考員人數，向學校提供相應數量的快速抗原

檢測包，而其他需參與文憑試工作的同工則可按學校安排作檢測。與

考生一樣，監考員亦需在每個參與監考的考試日，自行量度體温及進

行快速抗原測試，再填寫適用於試場監考人員的統一健康申報表。 

 
准考證及核實考生身分： 

 
16. 考評局何時派發 2022 年准考證？現時疫情嚴峻，加上部分學校或需用

作為檢測中心，學校若要向學生派發實體准考證或會有困難。考評局

會否向考生派發電子准考證？如需延期開考，會否派發更新的准考證？ 

 



⚫ 考評局暫時仍然維持派發實體准考證的安排。每張准考證均載有一個

考生專屬的電腦條碼，以便考務人員點名和核對考生身分。 

⚫ 考評局將於 3 月下旬於 HKDSE App 中的「我的考試日程」上載考生應

考資料，包括考試日期、時間、報考科目及卷別、試場地點等。學校

考生若發現資料有誤，應於 3 月 31 日前透過學校聯絡考評局作出更正。 

⚫ 若文憑試如期於 4 月 22 日開考，考評局約於 4 月初至中向考生派發實

體准考證。學校需要為學校考生於准考證上貼上考生照片、蓋上校印

和安排校長簽署。學校可因應疫情發展，安排考生分批回校領取准考

證。 

⚫ 若學校需要被用作為檢測中心，政府會在使用後，安排相關清潔和消

毒工作，才將場地歸還給學校。政府亦知悉學校需時準備文憑試的工

作，因此，在使用學校場地時會作出對應的安排。 

⚫ 如文憑試需要延期，考評局會透過 HKDSE App 更新考生的個人考試日

程，考生須按更新的考試日期應考，並須帶備原有的正本准考證以作

核實身分及資料之用。 

*以上回應已按照最新的准考證派發安排作出更新。 

 
17. 考評局會否向學校提供設於檢查站的透明隔屏？ 

 
⚫ 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至今已兩年多，相信不少學校已備有透明隔屏等

設備。因此，考評局不會為學校提供透明隔屏。 

 
18. 在室外核對考生身分的工作可否由學校工友擔任？在核實身分時，考

務人員需在准考證上當天應考的科目旁邊蓋印，考評局會否向學校提

供印章？ 

 
⚫ 我們強烈建議由教師或監考員負責核對考生身分的工作，因監考人員

較熟悉相關程序及准考證安排。考評局會為學校提供足夠核對身分之

用的印章，並會連同考試文具一併送往試場學校。 

 

印章樣本 

 
 
疫苗通行證及其他： 

 
19. 考生是否需要跟從「疫苗通行證」安排，包括必須預先接種疫苗及使

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才獲准進入試場應考？  



 
⚫ 教育局早前公布學校的「疫苗通行證」安排，要求包括教師、家長等

進入學校和補習社的人士，在 2 月 24 日起須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向學校出示記錄，並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進入學校。考務人員

均需遵從「疫苗通行證」安排。 

⚫ 學校考生及自修生均不受「疫苗通行證」有關限制，惟我們鼓勵考生

盡快接種疫苗，保護自己和他人。 

 
20. 考評局是否正提升網上評卷系統，讓部分閱卷員可以選擇在家中登入

系統評卷？安排詳情如何？ 

⚫ 我們正研究相關系統和安排，以確保在家進行網上評卷的過程能達到

嚴謹的保安要求，以保障閱卷過程的保密性與公平性。今次安排屬試

行性質，而由於有關服務的許可證名額有限，我們只能安排部分閱卷

員在家評卷。有關詳情，我們會稍後通知閱卷員。 

 
21. 疫情嚴峻，考評局會否向考生提供 N95 口罩？或要求考生戴兩個口罩？ 

 
⚫ 我們曾諮詢公共衞生專家的意見，考生應試時只需正確地戴上一個外

科口罩，已有足夠的保護。我們已透過《考生手冊》等不同途徑提醒

考生，必須在進入學校前正確地戴上自備的外科口罩(口罩須完全覆蓋

口、鼻和下巴)，而於應考整個考試期間不得除下口罩。若有任何更新

指引，我們會盡快公布。 

 
22. 學校需就申請成績評審及等級預測研究向考評局提交校內評核分數，

考評局是否不接受學校呈交網上考試的分數？學校呈交的校內評審成

績可以包括日常功課的分數嗎? 

 
⚫ 科目評審成績：學校須為申請科目評審成績的考生提交中六級模擬考

試的成績。如學校未能舉行實體的中六級模擬考試，可優先提交該考

生在中六學年內曾參加、最近期以並非網上形式進行的校內評估（如

中六上學期考試、統測），考評局會就每個個案提交公開考試委員會

作出考慮。 

⚫ 等級預測研究：考評局於 2022 年繼續進行等級預測研究，邀請學校於

2 月中至 3 月底提交校內成績數據。我們要求學校提交中六級模擬考

試的成績，原則上不接受網上考試的分數。如未能舉行實體的中六級

模擬考試，學校可提交中六級上學期或中五期終試之成績數據，以參

與等級預測研究。 



⚫ 雖然考評局已通知學校原則上不接受網上考試的分數，但鑑於疫情嚴

峻之特殊情況，如學校未能提交上述的校內評核數據，並能證明學校

有充足的經驗及條件安排公平公正的網上模擬考試，而相關安排獲校

內持份者接受等，考評局會酌情考慮，靈活處理。 

⚫ 在等級預測研究中，我們利用個別學校本學年的校內評核數據，並參

考該校過往考生的文憑試成績，預測其應屆考生在文憑試筆試的分數。

由於日常功課表現與紙筆考試成績的相關度可高可低，或會影響等級

預測的準確性。同時，學校如選擇提交「其他來源數據」，該數據日

後並不適用於申請科目評審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