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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第 D019 號通告 

中六畢業試 網上視像形式考核 
 

敬啟者： 

鑑於本港疫情十分嚴峻，考慮師生的安全，28/02/2022(一)–04/03/2022(五)的畢業試

按原有考試時間表，改以網上視像形式考核。請仔細閱覽以下指引及守則，參與網上考試。 

 

S6 畢業試(EXS6)網考注意事項 

1. 網上中六級畢業試 

 - 日期：中六級畢業試日期見本通告。 

 - 時間：各科的考試時間見本通告。 

 - 考試模式：教師於考試當天，透過 Microsoft Teams 即時發放 PDF 考卷，學生在自

行準備的單行紙上書寫答案，完成後即時拍照並將影像轉換成 PDF 檔

案，上傳至 Teams「作業」，整個考試連同上載試卷必須於鏡頭開啟下進

行。學校不接受學生以電腦輸入文字方式填寫答案，學生必須提交手寫

的答案，否則該題目將不獲評分。 

 - 備註    ：學生因家中各項因素，包括網絡不穩定、電力維修等，可申請回校進行

畢業試。惟回校後，仍以網上視像形式考核，以確保公平性。學生申請

回校考試，請於 26/02/2022 正午 12:00 或以前向班主任申請，以便統

計人數，並安排考試場地。 

   

2. 考試前準備 

 - 學生須於考試前準備好應試用的流動裝置、電腦或平板電腦，並配置適用的鏡頭及

揚聲器、能拍照及傳送圖片的電子器材，以便拍攝答卷並上載至 Teams「作業」。學

生亦須檢查電子器材，確保運作正常。 

 - 建議學生使用有線連接至互聯網，以確保互聯網連接穩定。考試期間的斷線情況將

會被記錄，學校將稍後因應情況作出跟進。 

 - 學生須預先為應試用的流動裝置安裝能將影像轉換成 PDF 檔案的應用程式

(Microsoft Office Lens)。 

 - 學生須確保於應試用的流動裝置、電腦或平板電腦安裝能夠開啟 PDF 檔案之軟件

（所有試卷以 PDF 格式發放）。 

 - 學生必須準備單行紙、作文文格紙、文具、塗改帶、計算機或其它所需考試物品。 

 - 學生考試期間必須開啟鏡頭，而考試的過程會被錄影。若未能開啟鏡頭之學生，可

能會被視作作弊處理，整份答卷有機會被扣分，或甚至可能會被取消。 

 - 學生須於考試前設置及測試鏡頭，鏡頭拍攝範圍必須看到學生容貌及枱面上書寫的

答卷，請勿使用模糊背景或虛擬背景功能。考試進行中若無故離開鏡頭拍攝範圍，

可能會被視作作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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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於在整個考試期間都必須開啟鏡頭，因此使用手機鏡頭進行拍攝的學生，應有第

二個流動裝置、電腦或平板電腦以閱讀試卷，及拍攝答題紙製作 PDF 檔案並上傳至 

Teams，學生確保整個過程能於鏡頭開啟下進行。 

 

3. 考試當日流程 

 - 學生須於開考前 20 分鐘登入所屬科目之 Teams 會議，等候監考老師點名。 

 - 學生須遵從監考老師指示，到一般頻道指定的「檔案」下載試卷，並按指示檢查試

卷內容。 

 - 學生如未能成功開啟考卷 PDF 檔案，須立即透過電子咪通知監考老師。 

 - 監考老師宣佈開考後，學生才可以開始作答。提早作答可能會被視作作弊處理。 

 - 學生須在單行紙作答，在每張單行紙上寫上姓名、班別、學號、應考科目(卷別)，

並在每頁之右下角寫上頁數。在第一頁單行紙右上角上填寫「全卷總頁數: (數

目)」，並在最後一頁單行紙上寫上「完」。 

 - 考試開始後，學生須認真作答，整齊書寫(不接受電腦輸入文字)，使用清晰易辨的

字體，並清楚標示題號。 

 - 考試期間學生必須關掉麥克風(microphone)，以免影響其他考生。 

 - 考試期間學生若遇上突發情況需要離開鏡頭拍攝範圍，須立即透過電子咪通知監考

老師，否則可能會被視作作弊處理。 

 - 除向監考老師發問外，在考試過程中嚴禁學生使用手提電話或於「會議聊天室」交

換任何訊息，否則可能會被視作作弊處理。 

 - 如在考試期間有任何問題，請透過「會議聊天室」提出。 

 - 監考老師宣佈「停筆」後，學生必須立即停止書寫，若學生沒有停筆，可能會被視

作作弊處理。 

 - 考試完結後，學生須聽從監考老師的指示，高中所考核的科目於完卷後二十五分鐘

內上載答題紙的 PDF 檔案到指定的「作業」，檔案名稱應包括學生班別、學號、科

目簡稱及卷別(如有)（例如：6A01ENG3.PDF），遲交可能會被取消該卷別的成績而

重交可能會被扣分。整個拍攝試卷過程須在鏡頭下進行。 

 - 如在呈交答題紙後發現欠做題目，或作答位置錯誤，則不會讓學生補回。 

 - 學生拍攝答題紙製作 PDF 檔案時，必須確保相片的字體清晰，並調整相片的亮度。

教師在批改時如無法辨認答案，則該題目不能獲得任何分數。 

 - 如未能經 Teams遞交，學生須立即透過電子咪/會議聊天室通知監考老師，學校會因

應情況作出跟進。有需要時，學生須透過指定的學校電郵傳遞試卷和答卷，請學生

備好學校電郵的登入名稱及密碼。 

 - 學生須確保已成功上載 PDF 及檢查頁數是否完整，不可重交。 

 - 如學生重覆呈交答題紙，教師只會批改完卷後至限時內呈交答題紙時間較後的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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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考試注意事項 

 - 網上考試的試卷設計與實體考試的試卷相同，不會作特別調整。 

 - 學生如最終因網絡或其他個人問題而導致未能順利完成考試，學校將不再另行安排

補考。該科目的成績可能會被視作零分處理。 

 - 學生必須保留各卷別手寫版的答卷至考試完結後七個工作天或核對考試試卷分數

後。 

 - 所有經一般頻道發放的考卷會於考試完結後一併刪除。 

   

5. 處理懷疑考生作弊 

 - 學生進行考試期間，需要開啟鏡頭，按照以往校內測考模式，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

獨立完成考卷內容，並準時呈交。 

 - 一經發現作弊，監考老師會把學生名字及相關資料交訓輔組跟進。如作弊屬實，除

按校規進行懲處外，該卷別/科目或甚至所有科目的分數亦可能會被取消。  

   

6. 成績表安排  

 - 成績表上註明 28/02/2022-04/03/2022 時段的中六畢業試科目以網上視像形式考

核。 

   

7. S6 畢業試(EXS6)因病/強制檢測或特殊事故缺席而申請成績評估的安排 

 - 學生於考試期間缺席，須如一般上課日，呈交合理之請假信。特別事假必須事前申

請，而病假或因強制檢測未能應試的同學，則可於請假後第 1 個工作天後向班主任

補交請假信。無故缺考者會被懲處。 

 - 病假或強制檢測申請成績評估時必須附上醫生證明書或強制檢測通知。 

 - 中六畢業試所有科目卷別均不設補考，學生只可申請進行有關科目的成績評估，申

請期限為 07/03/2022(一)下午 1:30 前；如學生於考試最後一天缺席，申請限期為

請假後第 2 個工作天下午 1:30 前，學生須於限期前把有家長簽署的申請信連同醫

生證明書交校務處李書記，並填寫有關申請表。 

 - 成績評估分數以七折計算。若學生缺席考試而又沒有申請成績評估，其缺席科目上

會顯示「ABS」。 

   

 - 請家長務必為學生準備網上考試所需的電子設備及鏡頭，讓考試能順利進行。 

 - 如查詢下載應用程式或登入「模擬網上考試工作坊」/網上考試事宜，請致電 2664 

0833 與資訊科技組伍先生聯絡。 

 - 如對考試的各項安排有任何問題，歡迎家長致電本校學務組夏敏儀老師或余栢禧老

師查詢。 

 - 學生家長/監護人須於 26/02/2022(六)或以前以 School App 遞交回條。 

 -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仍在變化，本校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家長亦需繼續

關注教育局及本校的最新公布。在未能回校上課/考試的日子，敬請  貴家長提醒

子女在家中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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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畢業試(EXS6)時間表 

 一 二 三 四 五 

 二月 28 三月 1 2 3 4 

第 

一 

節 

Eng.(3) Listening &Integrated Skills 數學(一) 地理(一) 旅款(一) 數學 M2 

08:45-10:45 08:45-11:00 08:45-11:15 08:45-10:15 08:45-11:15 

(2 小時)  (2 小時 15 分鐘) (2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30 分鐘) (2 小時 30 分鐘) 

  生物(一) 倫宗(一)  

  08:45-11:15 08:45-10:30  

  (2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45 分鐘)  

  企財(一) 經濟(一)  

  08:45-10:00 08:45-09:45  

  (1 小時 15 分鐘) (1 小時)  

  中史(一) 組科(化學)  

  08:45-11:00 08:45-10:25  

  (2 小時 15 分鐘) (1 小時 40 分鐘)  

小 

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0:45-11:15 11:00-11:30 第一節完卷-第二節開考前 15 分鐘 第一節完卷-第二節開考前 15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視乎不同科目) (視乎不同科目)  

第 

二 

節 

中文(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數學(二) 地理(二) 旅款(二)  

11:30-13:15 11:45-13:00 12:00-13:15 11:00-12:15  

(約 1 小時 45 分鐘)  (1 小時 15 分鐘) (1 小時 15 分鐘) (1 小時 15 分鐘)  

  生物(二) 倫宗(二)  

  12:00-13:00 11:15-13:00  

  (1 小時) (1 小時 45 分鐘)  

  企財(二) 經濟(二)  

  10:45-13:00 10:30-13:00  

  (2 小時 15 分鐘) (2 小時 30 分鐘)  

  中史(二) 組科(物理)  

  11:45-13:05 11:10-12:50  

  (1 小時 20 分鐘) (1 小時 40 分鐘)  

 三月 7 8 9 10 11 

第 

一 

節 

 

(S6 畢業試後備日) S6 畢業試對試卷日 S6 畢業試對試卷日 S6 畢業試對試卷日 S6 畢業試對試卷日 

如無特別通知 學生不用回校 (Teams) (Teams) (Teams) (Teams) 

 

 

 此致 

中六學生家長/監護人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校長       謹啟 

2022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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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2021-2022 學年 第 D019 號通告 回條 

中六畢業試 網上視像形式考核 
 

敬覆者： 

  本人知悉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2021-2022 學年第 D019號通告之內容。 

 (請以ü表示) 

 

- 本人會於 26/02/2022(六)或以前以 School App 遞交回條。 

 

 此覆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班別)(班號) «姓名»(中«班別»班)(«班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此部份由職員集齊並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