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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IAN ENGLISH SCHOOL 

16 Chai Wan Road, Hong Kong 

Tel.:  2560-2134,  2884-3581 

Website: http://www.ssshk.edu.hk 
 

慈 幼 英 文 學 校 

 香港柴灣道十六號 

 電話：二五六○二一三四，二八八四三五八一 

網址: http://www.ssshk.edu.hk 

通告編號: 21/22-86 

各位中六家長及同學：  

2022年度有關領取准考證及文憑試應考資料事宜 

 

考評局於 4月 4日宣布中學文憑試（DSE）筆試如期 4月 22日開考。請留意以下事項，以了解文憑試之最新

安排： 

 

1. 有關領取准考證等物資事宜 

學校將於 4月 12日 (星期二) 安排中六同學分時段回校領取准考證、快速抗原檢測包以及健康申報表。請同學

按照建議時段回校以減少人群聚集。請同學自備購物袋及文件夾。進入學校時，須進行體溫檢測並以酒精消

毒雙手。有關安排如下： 

班別 地點 領取時間 
各班回校時段 

(*請盡量按照建議時段回校以減少人群聚集) 

6A – 6E 304室 9:00-14:00 

6A: 9:00 – 10:00 

6B: 10:00 – 11:00 

6C: 11:00 – 12:00 

6D: 12:00 – 13:00 

6E: 13:00 – 14:00 

 *如同學因強制檢疫 / 發燒 / 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等未能回校，請先致電校務處並安排日後領取准考證等物資。 

 

2. 有關核對准考證資料 

請考生核對其准考證上所印的考生姓名 (包括中文姓名及英文姓名)、身分證明文件類別和號碼，與及報考科

目(包括卷別/單元/應考語文(如適用))，並確認有關資料正確無誤。考生如發現其報考的科目/卷別/單元/應考

語文與准考證上所印的不符，須於最遲 4月 13日 (三) 中午 12時或之前聯絡校務處，學校會向考評局提出更

改報考科目資料申請，逾期之申請將不獲接納。 

請各考生不要塗污准考證或寫上任何資料，否則會被扣分，甚至會被取消全部考試成績。考生應試時必須帶

備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若考生未有帶備而未能於現場核實身分，須於考試後填寫報告及拍照，作

核對身分之用，否則其答卷將不獲評閱。 

考生請妥善保存准考證，但切勿將准考證過膠 (以免影響監考員於點名時掃描電腦條碼)，以備考試時供監考

員查閱。若考生遺失/損毁准考證，須前往考評局修頓中心辦事處申請補發，考生申請時須繳交近照一張、學

校證明信及費用$273 (以每張准考證計)。 

 

3. 有關快速抗原檢測包 

按考評局所示，考生獲發快速抗原檢測包 (RAT kit) 數量的原則如下：中文和英文科共 4套，數學和通識科共

2套，選修科每科 1套，另加一套後備，即數量為應考日數加 1。考生獲發數量如下： 

 

1. 應考四科核心及 1科選修: 8 sets RAT kits 

2. 應考四科核心及 2科選修: 9 sets RAT kits 

3. 應考四科核心及 3科選修: 10 sets RAT kits 

 

請小心保管檢測包，若遺失將不獲補發。此外，考生必須於前往試場前自行在家每天量度體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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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陰性可前往試場，並在每個考試日將申報表交予試

場。為保障其他考生及考務人員，學校未能安排地方予考生進行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檢測。另外，請同學每

日於准考證上拍攝快速抗原檢測結果，以便日後供考評局查閱。 

 

袁國勇教授示範快速抗原測試正確採樣方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VnLWPcu1Y 

http://www.ssshk.edu.hk/
http://www.ssshk.edu.h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VnLWPcu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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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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試場防疫及核對考生身份之安排 

1. 考生應提早 45 分鐘前到達試場學校 (例如若當日開考時間為 8:30，考生可於 7:45開始進入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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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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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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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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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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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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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校會

在一樓有蓋操場，為考生核對身分。核對身分流程如下： 

 

 

5. 監考員於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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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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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考生在考試期間需要喝水／擤鼻涕，都要先舉手通知監考員，在監考員監督下於試場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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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8. 禮堂試場 (C2550) 將劃分成不同區域，以疏導人流。考生可按其座位編號獲分配到不同區域。考生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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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關聆聽考試 

本校禮堂 (C2550) 與課室試埸 (C2551-C2552) 採用兩種不同的廣播系統。 

本校禮堂 (C2550) 聆聽考試將使用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 Infra-red (IR) Transmission System。如同學於本校禮堂

應考，考生需自備插端直徑 3.5毫米的耳筒，接駁試場提供的接收器便可收聽考試內容。按考評局資料： 

考生只須帶備插頭直徑 3.5毫米、備有兩個絕緣環的耳筒，以接駁試場提供的接收器收聽考試廣播。過往曾

有考生只帶手提電話附設的耳筒應考，導致未能接駁到試場提供的接收器。因此，大家不要使用手提電話的

耳筒。 

 

本校課室試埸 (C2551-C2552) 的聆聽考試將使用 USB 播放機／電腦廣播系統。在使用 USB 播放機／電腦廣

播的試場，考生無需自備收音機或耳筒應試，考試的內容將以 USB於課室進行播放。 

 

6. 發放考試成績 

本年度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暫定於 2022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三) 發放，成績通知書會於當日經學校派發予

學校考生。有關考生成績通知書的發放安排，將於 2022 年 7 月中旬公布。 

 

7. 透過手機短訊形式 (SMS) 發放考試成績及覆核成績結果 

與 2021 年文憑試的安排相同，考評局會以短訊 (SMS) 向已提供 SMS 手機號碼的考生發送其考試成績及覆核

成績結果(如適用)。如有考生不願意透過 SMS 收取成績，請同學於 2022 年 4 月 13 日 (三) 或之前聯絡校務處

以便跟進。 

 

8. HKDSE App「我的考試日程」 

2022年 DSE的「試場一覽表」已上載至考評局網頁，應屆考生亦可透過 HKDSE App「我的考試日程」功能，

輸入考生編號、出生日期及電郵，便可登入查閱其應考的科目與卷別、日期及試場等資料。但有關資料只供

參考，大家應試時必須帶備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試場人員不會接納 HKDSE App顯示之資料，截

圖及准考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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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為受疫情影響的考生提供之特別安排 

文憑試期間，考生如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病或正接受政府指定的強制檢疫，將不獲准進入一般試場應考，但有

關考生可選擇於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應考。有關考生應在上午 6時 30分前聯絡考評局公開考試資訊中心（電

話：3628 8860 / 電郵：qc@hkeaa.edu.hk）提出申請，然後聯絡考生抗疫的士熱線，表明文憑試考生身份及需

要到社區隔離設施應考，以安排點對點交通接載考生前往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唯考生須取得「隔離令」。

考評局重申，考生如身體不適，不應該勉強應考，因其表現有機會受病情影響，而考生於應考後亦不能改為

申請成績評估。 

 

9.2  有關成績評估的安排 

考生因病或其他特殊情況缺席考試筆試或實習考試將不設補考，考生如因病或其他特殊情況 (例如正接受強

制隔離) 未能出席考試，可提出特別考慮的申請。考生必須於考試前致電 (電話:3628 8860) 或電郵

(dse@hkeaa.edu.hk) 至考評局備案，並於考試日後起計 21 曆日內提供附有校長支持其申請的函件、有效的醫

生或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向考評局就有關科目/卷別申請成績評估。成績評估不設科目數目的限制。考評局會

根據該考生與其全級同學在校內該科成績、以及全級同學在是次文憑試該科考試中考獲的成績作比較而評定。

與 2020 年及 2021 年文憑試的安排相同，公開考試委員會已通過如學校考生因生病或特殊情況未能出席考試，

可考慮的科目評審成績最高可達第 5 級，有關的應變安排只適用於 2022 年文憑試。 

 

9.3 接獲強制檢測公告之考生的相關考試安排 

2022 年文憑試就新型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的相關規定經已修訂，考生如因應政府公告而需接受強制檢測，但

在考試前仍未取得檢測結果，只要在考試當日進行快速抗原檢測時結果為陰性，便可獲准進入試場應考。 

9.4 居於「受限區域」考生的優先強制檢測安排 

在相關政府部門的配合及支持下，今年會再為文憑試考生安排優先強制檢測。如有應屆文憑試考生因居於

「受限區域」而須進行強制檢測，檢疫人員會為翌日應考的考生優先進行檢測。有關考生應盡快前往「受限

區域」內設立的臨時採樣站，表明應屆文憑試考生身份，並出示准考證及身份證明文件等相關資料。考生在

考試當日仍需進行快速抗原檢測，並取得陰性結果，才會獲准進入試場。 

有關以上詳細請留意考評局 4月 4日發出之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考日期及為受疫情影響的考生提供之

特別安排新聞稿：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PR20220404_chi.pdf 

 

10. 實習考試准考證 

體育科和音樂科實習考試將延期至 5 月底 / 6 月初舉行，實習考試准考證將於 5 月初派發。 

 

11. 考試延期安排 

如文憑試因疫情關係需要延期，由於所獲編配的試場不變，考評局不會向考生重新派發載有更新考試日期的

更新版准考證。考生可於香港中學文憑手機應用程式 (HKDSE App) 登入「我的考試日程」瀏覽更新資料，並

須帶備原先的准考證以作核實身分及點名之用。 

 

最後，疫情下仍存有很多不確定性，相信同學此刻正為公開試作好準備。無論如何，我們會在你們的身邊支

持你！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校校務處查詢。 

此致 

貴家長 

 

         

慈幼英文學校 

校務及學生事務組 

林偉正老師 謹啟 

二零二二年四月七日 

mailto:dse@hkeaa.edu.hk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PR20220404_chi.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