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施行安排的「問與答」

（一） 事前準備
1.

問：如有學生缺席測驗，家長和學校應如何跟進？
答：如家長預先知道子女因事未能應考，應先向學校呈交請假信。若子女在
測驗日因事或生病，未能應考，家長應即時通知學校，並儘快向學校補
交請假信。校方須妥善保存請假信，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時查閱。如學生
缺席測驗，家長卻沒有呈交請假信，學校應按學生缺席的程序處理。

2.

問：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向校方提交表格，註明需要延長測驗時間，校
方須注意甚麼？
答：為使需要延長測驗時間的學生不受干擾，本局建議學校安排他們在另一
個課室進行測驗。請依照表格上註明的延長時間百分比作有關安排。校
方須調派人手，以確保每個課室皆有監考員。

3.

問：教學助理是否可以監考？
答：如教學助理已獲認可資歷在課室授課及經教育局註冊為檢定教員或准用
教員，便能以教學人員身份監考。

4.

問：實驗室技術員是否可以監考？
答：所有監考員必須是學校的教學人員。如實驗室技術員已獲認可資歷在課
室授課及經教育局註冊為檢定教員或准用教員，便能以教學人員身份監
考。

5.

問：一條龍學校可否指派同時任教中、小學部，或只任教小學部的教學人員
擔任監考員？
答：一條龍學校不應指派同時任教中、小學部，或只任教小學部的教學人員
出任監考員，因為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是一個保密的測驗，由小學
教學人員負責監考，並不適合。

6.

問：學校簽收測驗物品時，是否必須在收條上蓋上校印？
答：是。請學校提醒負責的教職員帶同校印簽收測驗物品。

7.

問：教育局會否為學校提供座位編號貼紙？
答：由於各學校的測驗場地安排不同，學校可自行決定如何安排座位和預備
座位編號貼紙。

1

8.

問：學校應何時通知學生測驗時間及有什麼注意事項？
答：學校須在註冊時敦促新生參與測驗，並通知新生以下各點：
i. 必須攜帶「中學學位分配 — 派位證」；
ii. 測驗時間、地點和座位安排；
iii. 預防傳染病擴散的措施；及
iv. 在惡劣天氣下的測驗安排。

（二） 派 發 測 驗 物 品
9.

問：如測驗當日落大雨，大量測驗物品（例如：問題簿和答題紙／簿）淋濕
損毀，學校應怎麼辦？
答：請立即通知教育局（電話：2892 6535）安排補送，並須填寫教育局通函
第 62/2021 號附件五「測驗行政報告」甲部，傳真回教育局。

10. 問：如發現學校實際需要的問題簿和答題紙／簿較原先估計多，學校應怎麼
辦?
答：請致電教育局（電話：2892 6535）。如未能聯絡，學校可按情況複印測
驗物品，使測驗能如常進行。所有複印物品必須放進「測驗物品箱」交
回教育局。學校須填寫教育局通函第 62/2021 號附件五「測驗行政報告」
乙部，並傳真回教育局。

（三）施 行 測 驗 注 意 事 項
11. 問：進行聆聽測驗時須注意甚麼？
答：應確保學生在寧靜環境下進行聆聽測驗。播放聆聽測驗時應調較至合適的
音量。如在禮堂進行，應注意場地內所有位置是否均能清楚聆聽播放內容。
12. 問：如學生沒有攜帶派位證，學校應怎樣處理？
答：應讓學生如常測驗，並詢問學生有否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如未能提供，應
在測驗當天補交，供學校核實。另外，學校可在測驗前整理一份附有學生
編號的名單，供監考員即時查核。
13. 問：如學生因特殊原因（搬家、遺失等）未能在測驗當天提供派位證及身份證
明文件，學校應怎樣處理？
答：學校可酌情處理，讓學生如常測驗，並要求學生儘快補交相關資料，以供
學校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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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問：監考員應以中文還是英文宣布數學科測驗事項？
答：學校可自行決定以中文或英文宣布有關測驗事項。數學科測驗卷的題目中
英並列，學校應告知學生可用中文或英文作答。
15. 問：學生應用原子筆還是鉛筆作答？
答：學生作答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試卷時，必須
使用黑色／藍色原子筆。但他們作答數學科試卷時，除了可使用黑色／藍
色原子筆外，亦可使用鉛筆，以便他們用擦膠修改統計圖／幾何圖形的答
案。
16. 問：學生可否在數學科測驗時使用計算機？
答：不可以。
17. 問：如學生遲到，缺考第一節（即數學科），而第二節（即英國語文科）測驗
又即將結束，應怎麼辦？
答：學校應安排該學生即時參加第二節測驗，但不可以給予額外測驗時間，缺
考科目亦不設補考。
18. 問：如新來港學童尚未收到派位證，該學生可否參加測驗？該學生應如何填寫
學生編號？
答：如學校選擇施行本年度測驗，這些學生和其他中一新生一樣，須參加中一
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這個測驗主要讓學校了解錄取的中一新生在中、
英、數三科的表現，以便按學生能力訂定適切的學習支援計劃。部分學校
也會用這個測驗的成績為學生編班。如有這種情況，學校應儘早聯絡學位
分配組。若能在測驗前取得學生編號，應如常填寫，否則學校可請學生在
答題紙／簿上填寫中、英文姓名、性別和出生日期，以便學校跟進。
19. 問：學校可否在測驗中段的小休時間處理行政事務（如收回條、訂校服等）？
答：中一新生須在上午完成三科測驗，每科長達 50 分鐘，為了讓學生有充足
精神應付測驗，學校不宜在小休時間處理行政事務。學校可考慮其他方
法，例如設置「收集箱」，讓家長或學生把回條放進箱內。
20. 問：監考老師和學生的數目是否須符合一定比例？
答：為確保測驗順利進行，監考員和參加測驗學生的人數比例不應低於一比五
十。
21. 問：若「監考員須知」不夠用，學校可否自行影印？
答：學校若發現測驗物品（例如「監考員須知」）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但
學校在交回測驗物品時，須交回所有複印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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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問：測驗時間是否包括監考員宣讀指示和學生填寫小摺頁的時間？
答： 監考員可在測驗開始前宣讀指示，讓學生填寫答題紙／簿封面和小摺頁的
個人資料。當一切就緒，監考員可根據測驗時間表宣布測驗開始，每科限
時 50 分鐘。
23. 問： 為配合防疫措施，學校分散學生於不同課室進行測驗，然而若光碟不敷應
用，學校應如何處理？
答： 教育局已按學校填報所需測驗物品班數，每班額外增加一張後備聆聽光碟
（放在校長封包內），以便學校將學生分流，安排在不同課室進行測驗。
如數量仍然不足，請與教育局聯絡（電話：2892 6535）。
24. 問： 學校可安排多少位學生在每個課室應考？
答： 由於各學校的課室大小不一，學校在安排學生座位時，須注意學生之間最
少保持一米距離。
請學校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暫
擬）》丙項第六點〈舉行考試時的注意事項〉，做好防疫措施，以保障學
校教職員及學生的健康。
詳情可參考：（教育局網頁）https://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學校 > 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 > 《學校健康指引 (適
用於可安排面授課堂的時間) 》 > 附件 1《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
的健康指引》 > 院舍及學校《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
（暫擬）》。
25. 問：為防疫和衛生原因，學校將學生分流，安排在不同課室進行測驗，監考員
應如何在學生面前拆開測驗卷封包？
答： 監考員可在其中一班學生面前拆開測驗卷封包，然後由其他監考員把測
驗卷帶往另一個進行測驗的課室，以示公正。

（四） 批改答題卷
26. 問： 教師可否在答題紙／簿上留下標示符號和評分？
答： 由於今年不是抽樣年，只有部分獲教育局邀請的學校須把答題紙／簿交
回教育局進行教育研究。教師可在無須交回教育局的答題紙／簿上留下
標示符號和評分。
27. 問： 教學助理可否批改答題卷？
答： 批改試卷應由教學人員負責。如教學助理已獲認可資歷在課室授課為檢
定教員或准用教員，便能以教學人員身份批改答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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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問：答題卷的選擇題可否由學生批改？
答：由於學校不可向任何未獲授權人士（包括學生）披露測驗內容，所以答題
卷任何題目都應由教師批改，不可由學生批改。
29. 問：有何方法能方便教師記錄分數？
答： 答題紙／簿小摺頁的登分表最後一欄與 WebSAMS 的入分欄位相同。教
師完成批改後，只須剪下小摺頁，已可交同事入分。查詢 WebSAMS 入
分事宜，請致電 2892 6603。學校亦可以採用校本入分方法，記錄分數。
30. 問：學校是否一定要將分數輸入 WebSAMS？
答：不是。教育局通過 WebSAMS 提供入分檔案，方便學校記錄學生成績，學
校可自行決定是否將分數輸入檔案中。
31. 問：使用 WebSAMS 輸入分數是否有期限？教育局會否從 WebSAMS 中抽取
學生分數作數據分析？
答：教育局通過 WebSAMS 提供入分檔案，方便學校記錄學生成績，學校可自
行決定是否將分數輸入檔案中，以及輸入分數的工作在甚麼時候進行。教
育局不會從 WebSAMS 中抽取學生分數作數據分析。
32. 問：教師批改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的聆聽部分時，可否重聽光碟內容？
答：教師批改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的聆聽部分時，可在安全及保密的環境
下，重聽光碟內容，但不可複製或管有聆聽光碟及其內容。
33. 問：如教育局於第一節（即數學科）測驗結束後，而第二節（即英國語文科）
測驗未開始前因八號熱帶氣旋預警生效宣布停課，學校可否批改數學科答
題卷並登分？所有曾使用的學生答題卷是否須交回教育局？
答：學校可如常批改數學科答題卷並登分，所有曾使用的學生答題卷無須交
回，而未使用的答題卷和其他測驗物品須一併交回。

（五） 收回測驗物品
34. 問：樣本光碟是否必須交回教育局？
答：是。
35. 問：學生答題紙／簿及小摺頁，學校應保存多久？
答：學校可按一般處理測驗物資的原則保存測驗物品一段時間，但在銷毀有關
測驗物品時，仍須注意保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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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安排
（i）惡劣天氣下測驗安排
36. 問：學校在惡劣天氣下遇上特殊情況，例如測驗即將開始，但部分學生還未到
校，可怎樣處理？
答：請立即致電教育局（電話：2892 6535）。
37. 問：根據惡劣天氣下的安排，若在測驗進行中發出八號熱帶氣旋預警／警告信
號或更高熱帶氣旋預警／警告信號，測驗須立即中止。既然測驗已開始，
為何不繼續該科測驗直至完卷？
答：受熱帶氣旋影響，天氣可能急速變化，而且影響較為持久。因此，若教育
局宣布停課，測驗須立即中止，學校應作出恰當的安排，讓學生在安全情
況下儘快回家。
38. 問：如測驗進行期間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測驗會否繼續進行？測驗
中的學生可否自行回家？
答：根據教育局通函第 62/2021 號，若天文台在測驗進行期間發出紅色／黑色
暴雨警告信號，測驗會如常進行。已回校的學生應繼續留校參加測驗，未
離家回校的學生應留在家中。學校亦應參照教育局通告第 4/2016 號「熱
帶氣旋及持續大雨幼稚園及日校適用的安排」，在適當的時候安排學生回
家。
39. 問：倘若惡劣天氣持續，測驗延期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才能施行。校方應如何
安排老師監考？
答：這個延期安排是為了應付持續的惡劣天氣。學校應留意測驗的最新信息，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教育局（電話：2892 6535）。
40. 問： 如個別學校因特殊情況未能在測驗日施行測驗，學校是否必須安排補
考？
答： 學校應即時聯絡教育局（電話：2892 6535）。學校不可以安排補考，但
可按校本方法評估學生的成績。同時，學校須妥善保管測驗物資，待教
育局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到校收回。
41. 問：若個別學校因惡劣天氣或特殊情況停課，學生是否必須到鄰近中學應考？
答：由於本年度為非抽樣年，如個別學校因惡劣天氣或特殊情況停課，可根據
校本處理機制，向教師、家長、學生及相關人士發出通知，並即時聯絡教
育局（電話：2892 6535）。學校不可以安排補考，但可按校本方法評估
學生的成績。同時，學校須妥善保管測驗物資，待教育局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到校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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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問：若中一入學註冊延期，測驗日期會否順延？
答：不會。在最壞情況下，學校可在測驗後才替學生辦理註冊手續。

（ii）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43. 問：甚麼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在測驗時可為這些學生提供甚麼特別
安排？
答：如學生在小學已經專家評估為有特殊教育需要，並已根據專家建議接受適
當支援服務，學校可參考學生在小六校內的測考安排。一般而言，特別安
排包括：延長測驗時間、特別座位安排、在獨立房間測驗、放大測驗卷以
便閱讀和書寫、豁免聆聽測驗等，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62/2021 號附
件八和教育局通告第 15/2019 號。
44. 問：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需延長測驗時間（一般不應多於原定時間的
25%），但延長的時段各不相同，學校可否採用校本安排統一延長測驗時
間？
答： 由於學生已經專家評估，學校須按專家建議為學生提供相關的應考安
排。學校可在座位安排上作出調節，例如安排延長時間相若的學生坐在
一起，方便監考工作。如有疑問，可致電課程發展處特殊教育需要組（電
話：2892 6524）查詢。
45. 問：就延長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測驗時間的安排，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與
全港系統性評估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有甚麼分別？
答：教育局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了解情況後，知悉全港系統性評估及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均參考專家建議，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延長測驗時間，惟個
別學生所需延長的測驗時間未必一致。有關安排與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
驗相若。
46. 問：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需延長測驗時間，他們的小息時間是否亦會順
延？如是，會否因開考時間不統一而影響測驗的公平和公正？
答：為了讓學生有充足精神應付測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亦應有充足的
小息時間。如擔心因開考時間不統一，而導致題目外泄，學校可安排有
關學生在特定樓層進行測驗，以免他們受到干擾。
47. 問： 學生如在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需要延長測驗時間，學校該如何計算
聆聽和讀寫測驗的時間？
答： 由於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的聆聽和讀寫測驗在同一時段進行，因此
學校只須調整全卷的測驗時間便可。舉例來說，如學生需加時 10%，學
校只須加時 50 分鐘×10%，即提供共 55 分鐘的測驗時間給學生。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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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為這些學生安排適當座位，以免他們在應考時受到干擾。
48. 問：如學生需要讀卷安排，學校可怎樣處理？
答：學校可參考小六校內測考安排。讀卷的安排適用於數學科試卷，以及語
文科試卷的作答指示、寫作和聆聽部分，並不適用於語文科的閱讀部分，
因這個部分須考核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49. 問：部分學校利用電腦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讀卷，教育局可否提供測驗題
目的電子版本？
答：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是一個保密測驗。為慎防測驗內容外泄，局方不
會提供測驗題目的電子版本。
50. 問：如學生獲豁免聆聽測驗，學校在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測驗應如何作出
安排？
答：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的測驗包括聆聽和讀寫兩部分，獲豁免聆聽測驗
的學生只須完成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的讀寫部份，分別為 40 分鐘和
35 分鐘。由於測驗先進行聆聽部分，為免學生受到干擾，學校可在編排
座位時作出特別安排，或考慮安排有關學生在其他課室進行測驗。
51. 問：如學生家長沒有提交特定表格（附件八），只提交已列明所需特別測驗
安排的專家評估報告，學校是否仍須於「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作出的
特別測驗安排」報告（附件九）填報上述安排？
答：填寫附件九可讓教育局知悉學校在施行測驗時，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所作出的特別安排。無論學校有否收到附件八，只要學校按專家評估報
告為學生提供特別測驗安排，均須將有關安排填報於附件九。
52. 問：學生家長沒有提交特定表格（附件八），但表示其子女有特別需要，學
校應如何處理？
答：如家長未能提供特定表格，學校可詢問家長是否有專家評估報告供學校
參考。為確保測驗的公平性，如家長未能提供任何證明文件，學校不能
為該學生作任何特別測驗安排。若家長因特殊情況（搬家、遺失報告等）
而未能在測驗前提供評估報告，學校可酌情作出特別測驗安排，並要求
家長儘快補交資料。
53. 問：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否在延長測驗時間完結前提早離開？
答：不可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須於整個延長測驗時間完結後方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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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預防傳染病擴散的措施
54. 問：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教育局有甚麼防疫措施指引？
答：教育局已制訂《學校健康指引》。詳情可參考：（教育局網頁）
https://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學校 >
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 > 《學校健康指引 (適用於可安排面授課堂的時
間) 》。
55. 問：若測驗當日，教育局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宣布所有學校停課，測驗將
如何處理？
答：若測驗當日，教育局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或未能預見的情況宣布所有
學校停課，本屆測驗將會取消。
56. 問：若測驗當日，個別學校因應衞生署的建議停課，測驗將如何處理？
答： 學校須按衞生署的建議作停課安排，該校的測驗將會取消，學校亦須即
時通知教育局研究及測驗發展組（電話：2892 6535）。
57. 問： 學校是否需要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交回測驗物品時一併呈交學生的「學
生健康狀況申報表」？
答：不需要。
58. 問：如學生在學校量度體溫時出現發燒症狀，學校應如何處理？
答：如學生有發燒或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便不應參加測驗，並儘早求診。
請學校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
《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暫
擬）》丙項第六點〈舉行考試時的注意事項〉，做好防疫措施，以保障
學校教職員及學生的健康。
詳情可參考：（教育局網頁）https://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學校 > 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 >《學校健康指引 (適用
於可安排面授課堂的時間) 》 > 附件 1《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
健康指引》 > 院舍及學校《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暫
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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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問：如學校於測驗當日接獲通知，有應試學生確診或初步確診 2019 冠狀病毒
病，學校應如何處理？
答： 根 據 教 育 局 早 前 發 出 的 《 學 校 健 康 指 引 》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g
uidelines-covid19.html)，當衞生防護中心證實有教職員或學生確診或初步
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時，有關學生會接受治療，他們不可回校測驗。衞
生防護中心會為每宗確診或初步確診個案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個案追
蹤，當確定學校須採取行動時，衞生防護中心會主動聯絡學校，因應學校
的情況與校方商討有關跟進安排，包括暫停有關測驗。就測驗安排事宜，
學校須通知教育局研究及測驗發展組（電話：2892 6535），本組會按個
別情況建議學校作出適切安排。
60. 問：如學校在完成測驗及串連工作後接獲通知，有應試學生確診或初步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學校應如何處理？
答：就測驗安排事宜，學校須通知教育局研究及測驗發展組（電話：2892
6535），本組會按個別情況建議學校作出適切安排。
61. 問：為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在校園擴散，學生在小息時飲食有什麼須注意？
答：學生如有必要進食或飲水，學校應提醒學生，在摘下口罩進食或飲水時
不應交談，應放好口罩，並於進食或飲水後立刻戴上口罩。學生亦切勿
共用餐具、食器，切勿共享食物或飲品。學校應為餐桌設置隔板，學生
須保持適當的距離，並面向同一方向（避免面對面）進食。
詳情可參考：（教育局網頁）https://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學校 > 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 > 《學校健康指引 (適
用於可安排面授課堂的時間) 》 > 4.2 小息、茶點及午膳安排。

（iv）其他
62. 問：何時會把「監考員須知」和樣本光碟郵寄給學校？
答：教育局會在 6 月 21 日把「監考員須知」和樣本光碟寄給學校。
63. 問：教育局會否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另一份測驗卷？又數學科測驗卷是否有英
文版本？
答：教育局沒有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另一份測驗卷。數學科測驗卷中英並列，
學校應告知學生可用中文或英文作答。

10

64. 問：非華語學生是否須參加中國語文科測驗？
答：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是讓中學評估中一新生在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和數學三科的強項和弱項，以便按學生能力訂定適切的學習支援計劃。
因此，施行測驗中學的中一新生（包括非華語學生）均須參加中英數三
科的測驗。
65. 問：由於教師需要較長的時間批改語文科的答題卷，教育局會否讓學生先應考
語文科？
答：現時安排可避免學生因事遲到而錯過語文科的聆聽部分，教育局暫時不會
考慮更改施行測驗科目的次序。
66. 問﹕如有學生於測驗後轉校，學校應否把有關答題紙／簿轉送至該學生入讀
的學校?
答﹕學校應直接把已登分的小摺頁送交該學生入讀的學校，或把小摺頁放入
密封的信封（信封面上註明「限閱文件」），由該學生轉交入讀的學校，
而非轉送該學生的答題紙／簿。
67. 問：家長可否查閱學生的答題卷？
答：不可以。由於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是一個保密的測驗，學校須確保不
向任何未獲授權人士披露測驗內容。然而，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向家長提
供學生的分數。
68. 問：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每年的測驗卷是否相同？
答：為確保測驗內容得以保密，避免試題外泄導致不公或影響測驗的信度，中
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每年的測驗卷均會根據課程內容更新，且由經驗豐
富的前線教師和相關學科的專業人士擬題及審定。
69. 問：暑假期間校長不一定回校，某些文件（例如「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作出
的特別測驗安排」報告），可否由負責這次測驗的老師代行簽署？
答：校長可授權相關人士（如學校統籌主任）代行簽署相關文件。
70. 問：受疫情影響，學校在 7 月中旬可能仍在授課，教師若未能在 7 月 16 日前
完成批改，學校可否保留數份問題簿和評卷參考至一星期後歸還？
答：本年度測驗的具體詳情及安排載列於 5 月 17 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函第
62/2021 號，當中說明參加測驗的學校須於 7 月 16 日交回測驗物品，包括
所有問題簿和答案及評卷參考。基於本測驗是保密測驗，學校不能延遲交
回測驗物品，以免學校增加測驗內容外泄的風險。學校可考慮靈活安排任
教中、英、數三科不同年級的教師批改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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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問：為採取預防傳染病傳播的措施，學校可否讓學生提早進入測驗場地？
答： 學校可安排學生提早進入測驗場地，以預留足夠時間採取預防傳染病傳
播的措施。
72. 問：如學校已妥善處理測驗開始前的預防傳染病傳播的措施，可否提早開始測
驗？
答：為確保測驗的公平性，所有學校須在指定的時間施行測驗，不可提前或延
後。
73. 問：為預防傳染病傳播，學校可否將學生分流，分成上午及下午兩個時段進行
測驗？
答：為確保測驗的公平性，所有學校須在指定的時間施行測驗，不可提前或延
後，亦不可在其他時段施行測驗。
74. 問：如學生在測驗當天正接受強制檢疫或仍在等候 2019 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
結果，所以缺席測驗，學校可否讓該學生在其他日子進行補測？
答：如學生在測驗當天正接受強制檢疫或仍在等候 2019 冠狀病毒病強制檢測
結果，學生不應回校參加測驗。基於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保密原
則，學校不能為該學生安排補測。
75. 問：學生在測驗當天正因為接受強制檢疫或仍在等候 2019 冠狀病毒病強制檢
測結果，所以缺席測驗，家長是否須呈交請假信？
答：家長須呈交請假信。學校也須妥善保存請假信，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時查
閱。
76. 問：學生缺席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學校可否安排補測？
答：基於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保密原則，學校不能為該學生安排補測。
77. 問：教育局取消了 2020 年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抽樣安排，而本年度的
測驗也不作抽樣安排，中一派位的調整機制將如何運作？
答： 按現行中一派位，本局會以最近兩年的測驗抽樣所得的平均成績作為調
整工具。鑑於 2020 年和 2021 年不會有抽樣成績，本局會以 2016 及 2018
年測驗抽樣所得的平均成績，作為 2021 及 2022 年度中一派位的調整工
具。2023 及 2024 年度的中一派位則會使用 2018 及 2022 年測驗的抽樣成
績，而 2025 及 2026 年度的中一派位會使用 2022 及 2024 年測驗的抽樣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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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問：教育局可否提供 USB 快閃記憶體，以取代光碟播放聆聽測驗？
答：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為保密測驗，本局在考慮採用其他便攜式儲存
裝置取代光碟的可行性時，須確保有關安排符合必要的技術保安要求。
79. 問： 2021 年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與去年（即 2020 年）的安排有甚麼不同？
答： 本年與去年各中學均可自由選擇是否施行測驗，因此測驗安排大致相
同。教育局不會安排校外監考員、不會抽取樣本答題卷作中央批改（故學
校不會收到學生名單）及不會提供全港數據分析（常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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