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及專業考試最新消息  

在試場實施的預防措施安排  

（2021 年 5 月 7 日更新）  

 
為保障考生及考務人員的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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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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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並簽署「考生健康申報表」（請參閱第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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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任何徵狀的考生不應赴考，及應盡早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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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探溫度逹到攝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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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考生必須在考試當天聲明他們不是： 

(1) 正接受政府的強制檢疫 或 

(2) 已經從不同渠道收到政府發出強制檢測的要求，例如政府就強制檢測公告刊憲、「安

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或 

(3) 仍在等候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結果 

 

若考生因而未能出席考試，請盡快於考試前與考評局 (電話: 3628 8787) 或主辦考試單位聯

絡。持強制檢測陰性結果的考生方可應考。 

4. 考生必須緊記每天量度體溫，並攜備已填妥的「考生健康申報表」與外科口罩前往試場

（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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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攜備「考生健康申報表」的考生將不准應考。試場將不會

提供外科口罩。 

開考前 
 
5. 考生進入試場／候考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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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監考員／報到室主管須檢查考生

是否已填妥及簽署「考生健康申報表」，並會為考生量度體溫，部分大型考場入口會設置

體溫監察站，其他考場則會以手提式探熱器為考生探熱。如考生超出體溫監察警界線，考

生可稍作休息再重新探熱。若考生出現發燒，將會被要求離開試場及盡早向醫生求診。監

考員將嚴格執行上述程序。考生必須嚴格遵守監考員的指示。此外，考生在試場內亦應提

高防疫意識，避免與其他人交談。 
 
6. 考生必須完成上述程序後才獲准進入試場，進場時間或會因而延遲，而延遲考試所損失的

考試時間將不會獲得補償。為免延遲進場，考生須嚴格遵守准考證上列明的報到時間，預

早到達試場。 

 
 

 



考試期間 
 
7. 若考生身體不適，可向監考員示意，並由監考員陪同離座前往洗手間或試場其他位置例如

醫療室（如有的話）稍事休息，如有需要試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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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考試期間（包括口試），考生必須正確地戴上外科口罩，不可除下口罩，否則將被視作違

規。未能提供合理理由而拒絕戴上外科口罩的考生，將被視作違反考試規則。監考員在派

發試卷、點名及收集答卷時，可戴上乳膠手套。監考員在登記／點名核實考生身分時，在

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下可要求考生暫時除下外科口罩。 
 
9. 考生若在試場內頻密打噴嚏／持續咳嗽或嘔吐，監考員可安排他們坐在試場內預留的座位

或其他考室，以免影響其他考生。因轉換座位而損失的考試時間將不會獲得補償。 
 
10. 試場內，考生座位之間的標準距離約 1.5米（桌子邊緣相距約 1.1米）。口試期間，考生的

坐位位置應與考官及其他同組考生保持最少一米的距離。 
 
考試完結 
 
11. 考試完結時，考生須聽從監考員指示，分批離開試場，以減低同一時間過多考生擠迫在試

場的出入口造成擁擠。 
 
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如適用） 
 
12. 在兩節考試之間的休息時間（如適用），考生仍須正確地戴上外科口罩及避免進行脫下外

科口罩的活動。如考生需要進食或飲水，則應與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距離及面向同一個方

向。考生亦應定時用潔手液洗手及不得與他人交談，並於進食前後再次清潔雙手，亦不可

與他人共享食物、飲料或器皿。考生應盡量到較空曠（及避免到人多擠逼）的地方休息，

惟活動只限於試場指定的地方。 
 
13. 考生在洗手間外排隊時亦應保持一定距離以避免出現人多擠逼的情況。 

 
14. 考生必須保持試場地方清潔，尤其是在使用衞生設施時。 
 
其他注意事項 

 
15. 經常注意手部衞生，例如在如廁、咳嗽或打噴嚏後用梘液洗手或以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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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追蹤調查，以確認是否有緊密接觸者要跟

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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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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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Points_to_note_for_household_members.pdf。 

 
18. 如欲參考有關預防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資料，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4843.html 

 
19. 有 關 預 防 措 施 日 後 如 有 任 何 變 動 ， 考 評 局 會 盡 快 於 網 頁

（http://www.hkeaa.edu.hk/tc/ipe/） 公 布 。 如 有 疑 問 ， 請 致 電 3628 8787 與國際

及專業考試部職員聯絡。 

http://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
http://www.coronavirus.gov.hk/pdf/Points_to_note_for_household_members.pdf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4843.html
http://www.hkeaa.edu.hk/tc/ipe/


 

 

 

 

考生健康申報表 Candidate’s Declaration on Health 

本人聲明以下所有申報的資料均屬實，並明白根據考試規則，提供虛假、不完整或誤導訊息將受到懲處，甚至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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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ination Regulations, I shall be subject to penalties or even disqualification for giving false,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考生資料 Candidate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考試名稱 Name of exam: 

考試日期 Date of exam: 考試時間 Exam time: 

聯絡電話 Contact number: 試場編號 Centre number: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HKID/Passport number: 座位編號 Seat number: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是 Yes / 否 No* 

(a) 我有冠狀病毒病的病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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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symptoms of COVID-19, such as h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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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正接受政府的強制檢疫或 

(2) 已經從不同渠道收到政府發出強制檢測的要求, 例如政府就強制檢測公告刊憲,「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或  

(3) 仍在等候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結果。 

Today, i.e. the day of examination, I am  

(1) undergoing mandatory quarantine or  

(2) required to undergo compulsory testing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e.g. Government gazette compulsory testing 

notice, LeaveHomeSafe mobile app or  

 (3) still awaiting test results of COVID-19 compulsory testing. 

*如考生在上述任何聲明剔選「是」，便不應赴考。  

Candidates who indicate ‘Yes’ in any of the statements above should NOT go to the examination centre.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收集資料的目的 Purpose of Collection 

1. 你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提供的個人資料是用於預防任何傳染病或污染的發生或蔓延。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will be used by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for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r spread of an infectious disease or contamination. 

接受轉介人的類別 Classes of Transferees 

2.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能會向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或相關機構披露，作上文第 1 段所述用途。除此以外，資料只會於你同意作出

該種披露或作出該種披露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允許的情況下，才向有關方面披露。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 may be disclosed to other 

Government bureaux/departments or relevant parties for the purpose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if required. Apart from this, the data may only be disclosed to 

parties where you have given consent to such disclosure or where such disclosure is allowed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查閱個人資料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項原則，你有權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包括索取你在上文第 1 段所述情況下所提供的

資料的副本。在索取個人資料的副本時，可能須繳交費用。如欲查詢有關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請聯絡國際及專業考試部(電話：3628 8787)。You have a 

right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data as provided for in sections 18 and 22 and Principle 6 of Schedule 1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r right of access includes the right to obtain a copy of your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you during the occasion a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A 

fee may be imposed for complying with a data access request.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should be addressed to Intern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Division (Tel.: 3628 8787). 

 

考生簽署 Candidate’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需要，請自行複印此表格。此表格一經填妥及收悉，考評局將以「密件」方式處理。          

Plea se  p h o to co py  t h i s  f o rm i f  n ecessa ry .  On ce  p ro p er l y  comp le t ed  a nd  rece i ved ,  th i s  do cu men t  w i l l  b e  t rea t ed  a s  

CONFIDENT IAL b y  t h e  HKE AA.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5/P2021050500844.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5/P202105050084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