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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駱惠寧縱論加強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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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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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闊考生座位距離，盡可
能 達 1.8 米 ； 額 外 加 開 約
700 個課室為試場，監考員
增至 2.1 萬人次，較去年增
2倍及1倍

香港的新冠疫情近日回穩，教育局及考評局

試

昨日確認，中學文憑試會如期於下周五（24
日）開考，惟考慮到情況變化難料，局方預先

防

公佈 2 個後備考試日期，分別為推遲至 5 月 22

■試場門口設檢查站，考生
進場前須量體溫及提交健
康申報表，並戴好口罩、
消毒鞋底及雙手；體溫逾
38 度、有急性呼吸道感染
徵狀，或正強制檢疫者不
准進入試場

日或 6 月 11 日開考，以及作「最壞打算」，取
局長楊潤雄強調，文憑試是低風險的靜態活

A4─A7、A20─A21、A24
■楊潤雄(左)與蘇國
生(右)昨公佈文憑試
下周五開考，今起
會向 5 萬多名考生
派發更新版准考證
(綠色)，考生須帶同
原版准考證(白色)供
核對身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育局及考評局昨日舉行記者會講解文憑試最新安
排。楊潤雄表示，經檢視疫情及諮詢衛生防護中心
意見後，決定考試如期 4 月 24 日開考，5 月 25 日完成，7
月 22 日放榜。有關安排亦獲大學中學學界普遍認同，認
為盡快安全完成考試是對學生最好的做法，對大學聯招收
生等影響較細，估計只須延遲約一星期就可。

教

後備日期：5．22 6．1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育界普遍認同文憑
試如期開考同時設多個應變方案，但對其中取消考試改
以評估成績代替考生的等級，家長及教育團體均感疑
慮，擔心公平的問題。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昨日解釋，
過去有就 160 所中學進行預估成績研究，而不少大學收
生的「有條件取錄」也是基於類似的評估，強調有關做
法屬「兩手準備」，如考試順利進行，局方亦會進一步
參考相關數據，長遠研究如何完善機制。

自修生無參考數據難評估
蘇國生指，學校都要於今年 5 月中向考評局呈交應屆
考生的校內成績以及預計成績，以便該局作兩手準備：
若文憑試未能順利完成，會以此再調整評估學生各科的
成績等級；即使考試順利完成，有關數據亦可供學校和
考評局未來研究作參考。
他提到，局方過去亦與約 160 所中學 4 個核心科有相
關合作經驗，「而今次會變成所有學校科目都要做」，
而大學收生的「有條件取錄」，很多時都是基於相關成
績評估及推薦。
就有關成績評估的細節，蘇國生表示，最終方案仍有
待研究，但會在 5 月中交數據前辦簡介會，向學校講解
提交校內數據及參考多少年文憑試往績等安排。至於

考試日期及相關後備方案

不過，考慮到開考前以至開考後疫情變化難料，局方亦
設 2 個後備日期，「第一個日期是將文憑試未完成的筆試
推遲至 5 月 22 日開考，放榜日期會押後至 8 月中；若疫情
發展不容許文憑試在 5 月下旬開考，會進一步延遲至 6 月
11 日開考，放榜日期會押後至 8 月底。」楊潤雄補充，上
述兩個選項很大機會影響大學收生程序，部分大學或須延
至10月開學。
如情況嚴峻至6月11日仍未能開考，文憑試將會取消，
楊潤雄指考評局已擬定機制，按考生的校內成績及學校文
憑試往績評估其各科成績等級（見另稿）。
他表明有關方法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項」，亦不能兼
顧自修生，也影響大學收生要多做功夫，「大學會因應不
同學位要求有額外評估，例如面試。收生是大學自主範
圍，各大學會作出相應調節，確保可取錄合適學生。」

發燒超 38 度須離場
對部分考生對考試安全性的疑慮，楊潤雄強調考試是低
風險的靜態活動，試場內考生及考務人員都必須戴上口
罩，亦沒有社交接觸，大部分座位距離達 1.8 米。同時，
考生進試場前必須消毒鞋底，局方準備了 20 萬支酒精搓
手液予每名考生清潔雙手，而且所有考生及考務人員都要
作出健康申報，並接受體溫量度，如果超過攝氏 38 度，
將不獲准進入試場。
楊潤雄並呼籲，全港僱主於核心科開考日子即4月27至29
日，5月2日、4日和5日，容許員工彈性時間上班，分散早
上7時至8時的公共交通人流，讓考生能更順利到達試場。

350 所學校設試場
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表示，為拉闊座位距離，今年會在
350所學校設試場，包括330個禮堂及額外加開約700個課
室，較去年增加約 2 倍，又強調各試場會嚴格執行體溫監
測，如有考生體溫過高並在休息約10分鐘後仍高於38度，
將要求他離開考場；如有考生頻密打噴嚏或咳嗽，則會被移
往不影響他人的預留座位，嚴重者則會被要求離場求醫。
他補充，相比考試期間，中場休息及試場洗手間安排更應
關注，所以已要求各學校開放更多洗手間分流人群及加強消
毒，又提醒考生中場休息亦要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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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情況下進行。

相關新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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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改成績評估 各方憂欠公平

只要落實得宜，大家遵守規則，考試絕對可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試場座位間距離盡可能加闊至
試場座位間距離盡可能加闊至1
1.8 米。

措

動，加上已加強試場及考試安排的防疫措施，

場
疫境試

疫

消文憑試改以評估成績處理考生等級。教育局

6,000 多名自修生，由於沒有可參考數據，一旦文憑試
取消，考評局將無法為他們估算成績等級，只能退還考
試費。
不少家長、學生及教育團體都對一旦以學校往績及學
生校內成績評估文憑試等級感疑慮。家校會主席湯修齊
表示，疫情令很多學校未能舉行中六模擬考試，且因應
社會事件及疫情，今學年中六生回校上課時間不算多，
如何公平公正地為中六生計算評估成績及預計成績是家
長極大的關注。

家中測驗恐
「出貓」
不可行
「若要求中六生在家中做測驗、考試或評估後傳回學
校，家長難免擔憂公平性及可能的『出貓』問題。」他
認為，中學應主動與家長教師會溝通，解釋校方評估及
預計成績的準則及方法，讓家長釋懷。
教評會則指，假如因疫情而被迫取消考試，評估成績
取代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實在無可厚非，但該會亦
認為，當局理應更深入淺出地解釋評估機制及做法，讓
社會各界釋疑。
教聯會表示，理解和尊重當局的文憑試安排，但強調
局方應盡早對外公佈取消考試下的評核安排，並確保其
公平性。

現行方案：

最壞情況：

■4月24日開考，首科為視覺藝術
■4核心科將在4月27日至29日，5月2日、4日及5日進行，
5月25日完成筆試，體育及音樂實習試於5月及6月進行

■如6月11日仍不能開考，
文憑試會取消

■將筆試延至5月22日開考，押後至8月中放榜

■考評局擬定評估成績等級
機制，讓學校根據學生校
內成績，以及學校過往的
文憑試表現作調整，然後
得出學校考生各科評估等
級

■進一步延至6月11日開考，8月底放榜

■自修生不適用，將獲退款

■7月22日放榜

兩個後備考試日期：

■提早於上午7時50分（開考
前 40 分鐘）開放試場予考
生進入；試場主任可按情況
酌情延遲開考15至30分鐘
■學校要設立保持距離或較
空曠的等候區；並開放更
多洗手間，將考生分流並
提醒排隊者保持距離，避
免人多擠逼；洗手間加強
消毒並停用吹風機，同時
停止開放飲水機，考生自
攜飲用水或小食
■試場內包括中場休息時間
考生均須戴上口罩，並保
持社交距離；筆試期間除
下口罩會被視作違規
■頻密打噴嚏或咳嗽的考生，
會被安排坐在不影響其他考
生的預留座位或移往其他
考室；情況嚴重者須離場
求醫並按機制估算成績
資料來源：教育局、考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學校飲水機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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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數學天才 中二跳4級入理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學無前後，達者為
先。為了發掘並發揮資優學生的潛能，讓其跳級升
學或是培育良方之一。去年才於保良局唐乃勤初中
書院修畢中二課程的數學資優生葉振延，憑着於國
際高考（IAL）兩數學科先後取得 A*及 A 級佳績，

■ 年 僅 14
歲的葉振延
（左）完成
中二後，獲
理大破格取
錄。
受訪者供圖

連跳 4 級，以 14 歲之齡被香港理工大學破格錄取為
大學生，修讀投資科學及金融分析，並有志朝學術
方向發展，貢獻社會。

智商高達141 揚威國際會考
智商高達 141 的葉振延，早於兩三歲時已嶄露數
學天賦。據其父母表示，他當時已能完全掌握乘數
表，小二完成整個小學階段的數學課程，並於小四
時報考英國會考 IGCSE 數學科獲 B 級成績。到就讀
小五小六時，他又應考IAL數學科獲C級。
升讀唐乃勤書院中一後，葉振延再次挑戰IAL數學
科並考獲A級成績，因而獲得理大有條件取錄；翌年
他再接再厲，在IAL進階純數科及物理科，分別取得
A*及C級。葉振延最終於去年9月，以14歲之齡入讀
理大投資科學及金融分析（榮譽）理學士課程。

校內
「小老師」解同學疑難
唐乃勤書院校長黃仲奇表示，葉振延於中二時已
經有抽空到大學修讀部分課程，為讓他有更多的空
間兼顧中學與大學課程，校方全力配合其雙軌學習
需要，並彈性處理其考勤、功課、測考及上課時間
安排。由於葉振延學業成績出色，教師亦會安排他
於校內擔任「小老師」，解答同學疑難，並鼓勵他
參加不同數學比賽。
雖然年紀輕輕就入讀大學，葉振延卻表明適應上
毫無問題，大學生活相當愉快，課堂內外均能與同
學打成一片，唯一擔心是其年齡問題會否影響將來
參與海外交流計劃，要與大學再商討。未來，他希
望朝學術方面發展，期望在港完成碩士、博士課程
後，再到海外修讀博士後課程，以知識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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