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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整時間表

目標：

在盡力保障考生和考務人
員健康的前提下，把考試
日數縮短，減低考試因疫
情而中斷的風險



1. 調整時間表 - 四大原則

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

中國語文 通識教育

• 先舉行
四個核心科目

• 選修科目
「大科先行」
文理交替

化學
經濟

物理
企會財

生物
地理



1. 調整時間表 -四大原則

• 運用星期日下午及
公眾假期考試

• 部分科目於同一天
上午和下午舉行，
只有極少數考生需
同一天應考兩科 AM PM

公眾假期
星期日
下午



1. 調整時間表

調整後的時間表，比原來的時間表縮短7天

4月22日 5月21日

4月22日 5月14日

調整時間表後

暫定放榜日期： 7月20日



1. 調整時間表
完成首兩周(22/4-7/5)考試後：

報考4C+2X
或以上的考生

約六成考生已完成
4個核心科目+2個選修科目或以上

約六成考生已完成
全部報考科目

全體考生



2. 後備方案

後備方案 宣布啟動
後備方案日期

考試時段 暫定放榜日期

方案一 4月初 5月13日 – 6月4日 8月10日

方案二 4月下旬 6月2 – 25日 8月15日

取消文憑試 5月中 取消各科考試 8月內



等級預測研究

•以預測等級發放成績只會在迫不得已取消公開考試
時才會考慮採用
•考評局已邀請學校於2月中至3月底提交校內成績
數據，參與預測等級研究。學校需提交中六級模擬
考試的成績，惟原則上不接受網上考試的分數，因
為無法確保學校的網上考試是否在適當監考下進行，
難以保證其公平性
•如學校未能舉行實體的中六級模擬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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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加強防疫措施

考生必須在每個考試日：

•自行量度體温

•完成快速抗原檢測

•填妥「考生健康申報表」



如考生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則不應前往試場

•發燒或出現冠狀病毒病的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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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成最後一次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或仍在
等候最後一次強制檢測的結果；

•在考試當日自行進行快速抗原檢測時，檢測結
果為陽性

*申報要求或會因應政府的檢測和檢疫要求或疫情發展再作修訂

健康申報安排 (適用於考生及監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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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及檢疫安排
•由於目前疫情嚴峻，檢測需求十分緊張，而隔離設
施亦有限，因此，考評局未能於2022年文憑試為
「受限區域」的考生安排優先檢測和於檢疫中心設
立試場

•與過往兩屆文憑試一樣，我們再次就科目評審成績
作特別安排。學校考生如因健康問題、須接受強制
檢疫或強制檢測、自行檢測結果為陽性而缺席考試，
可通過學校向考評局申請科目評審成績，而最高可
達的等級，會由以往的第4級改為第5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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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原則上不接受網上考試的分數

•如學校未能舉行實體的中六級模擬考試，可提交該
考生在中六學年內曾參加、最近期並以非網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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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測等級與評審成績均會在成績單及文憑試證書中
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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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場支援安排
•各試場學校須預留額外的課室/活動室，作為後備
考室，若其他同區學校因出現確診個案而須緊急關
閉時，可容納受影響的考生

•建議學校與鄰近或區內的試場學校互相支援，在需
要時作為相互的後備試場；並盡量在核心科目筆試
期間，預留額外的課室作為後備考室，以作緊急試
場調動之用

•如遇上上述情況，學校可向考評局提供有關詳情與
聯絡資料，以便作出試場調動安排



2022文憑試
試場防疫及

核對考生身份之安排



學校門口

考生應提早45分鐘前到達試場學校，並必須在進入學校前，
正確地戴上自備外科口罩(口罩須完全覆蓋口、鼻和下巴)。
考生在等候進入試場時需保持適當社交距離，或按試場指
示排隊等候

1



考生應在赴試場前，自行量度
體温及完成快速檢測，並在到
達試場學校時，按指示向考務
人員提交已填妥的健康申報表

2

考生如需接受多於一次強制檢測，必須在已完成
最後一次檢測並取得陰性檢測結果，才會獲准進
入試場。另外，考生須每天自行進行快速檢測，
如檢測結果為陽性，考生不應前赴試場



考生進入試場前，並需量度體温、消毒雙手

開考時間 考生開始進入試場學校的時間

上午 – 8時30分 上午7時45分

下午 - 1時30分 下午1時正

下午 - 2時15分 下午1時45分

試場學校會較去年更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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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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生體温
達38度或以上，將不獲准考試

試場學校入口設置體溫監察站，如發現有考生
超出體溫監察警界線，會先以額探式探熱器、
再以耳探式探熱器為該考生探熱



2022年DSE改在室外核對考生的個人資料和容貌，
以減低考生需要在試場內除下口罩的風險

我們建議學校在有蓋操場等通風良好又設有上蓋的
地方，為考生核對身分



透明隔板

考生把准考證及
身份證放於桌上
供考務人員檢查

考生離開前
以酒精搓手
液清潔雙手

考務人員會要求考生暫
時除下口罩及帽子 (若
有)，以核對其容貌，
然後在准考證上當天應
考的科目旁邊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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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禮堂試場 前往課室試場

試場學校會把禮堂及課室/特別試場的考生分開進行身分核對

考生應按試場指示前
往獲派的禮堂或課室/
特別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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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場主任會安排最少一位
監考員於試場門口，檢查
考生的准考證是否已在當
天應考的科目旁邊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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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考員在開考後會使用電腦條
碼掃描器點名，期間不會要求
考生除下口罩核對容貌

如監考員對考生的身分有疑問，
會要求有關考生在考試結束後
留下，並在保持適當距離下要
求考生除下口罩核對容貌，或
拍照並向考評局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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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試場防疫安排

•開放禮堂、活動室及更多課室為試場，把考生分流

•所有試場打開窗戶，保持空氣流通

•試場學校須有後備監考員作為應變安排

•建議學校把考生座位間距離盡量拉闊至1.8米

1.8米



試場防疫安排
• 如在准考證派發後減低禮堂／課室可容納

人數，部分考生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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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其他課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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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禮堂及

課室門口張貼告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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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場防疫安排(禮堂試場)

•把試場劃分成不同區域，以
疏導人流

•考生可按其座位編號獲分配
到不同區域

•指示考生使用不同的門口進
入／離開禮堂及只可使用其
區域所指定的洗手間



• 課室試場應盡可能分隔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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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場防疫安排(課室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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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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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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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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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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
•考生於休息時間盡可能避免除下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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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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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完結

• 試場學校須在每日考試前／當日考試完結後清
潔試場設備

• 於同一天(5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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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英語文學科卷二的開考時間由下午1時30分改
為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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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准考證
•考評局預計於3月底向考生派發准考證

•如文憑試需要延期，考評局將不會重印更新版的
准考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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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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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監考人員安排
•考評局將由3月尾／4月初邀請學校提名一般試場和特別試場
的試場主任、監考員及外校監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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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務人員需遵守「疫苗通行證」安排

•由於疫情關係，考評局難以安排外聘監考員代替學校提名的
監考員於核心科目及考生人數較多的選修科目考試執勤，試
場學校應預留額外監考人員，以替代臨時需要強檢的教職員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