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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須在每個考試日自行量度體溫、填妥並簽署「考

生健康申報表」

考生需於開考前30分鐘到達試場，進行有關防疫措

施

考生進入試場前必須戴上外科口罩及自備後備口罩

考生進入考場時會被檢查「考生健康申報表」及量度

體溫

考生須應監考員要求短暫除下口罩，以確認身份
  

DSE考生注意事
項

DSE考生注意事
項

P.1

Atten
tionAtten
tion

Atten
tion

你們��⼀切的���給神�因為���你們�(彼�5:7)



P.2

赴考前Q&A赴考前Q&A

�畏�和�是智�的開端；�識⾄�者便是�明�(�9:10 )

1
�年DSE除了��准考

證���試場�

�考試期間亦��上
⾃�的�科⼝罩和

�測�溫�仲���
物件����

在每個考試日當天必須先自行量度體溫，填妥並簽署「考
生健康申報表」。申報表（每日一份）已連同准考證派發
給你，記得帶呀。若你遺失了，你亦可於考評局網頁�下
載列印使用。如考生拒絕合作或作出�假、不完整或誤導
申報，將受到懲處甚或被取消考試資格。仲有呀，你亦不
可在試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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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險。

2

我應該�
�

去到試場
�

因試場���考⽣�⾏量度�溫�檢�

「健�申報表」�考評局已�求試場

提早於早上8�開�讓考⽣���
�便於早上8�30�開考�



P.3

4

赴考前Q&A赴考前Q&A

求你��我們怎樣��⾃⼰的⽇⼦��叫我們得�智�的⼼�(�90:12)

                               根�衞⽣防�中⼼的建議�出現�下�況的考⽣便不應赴考�
                               �應盡早求�� 
（1） 出現發�（���溫�到�⽒38度或�上）；或 
（2） ��性呼�����狀；或
（3） ��喪失味覺或�覺�
���考⽣�於考試⽇正�受政府�定的強制檢疫或在��冠狀病�病強制檢測結果�則不應赴

考�只����性檢測結果的考⽣⽅會�准應考�考⽣須於健�申報表��實申報�關���

���考⽣居所�被「圍封」�應在�准�開受封�域��盡��往試場�考⽣因封�⽽��到

�試場��不�「補鐘」應考�考⽣到�試場�應�求試場主�的協助�記�到�試場�間�並

於試�填寫報告交考評局跟��

3
除考試當

⽇發��
����

�

�況下�
考⽣便不

應赴考�

DSE�試�實�考試
不設補考�

�我在考試�因病⽽
未�赴考�

應該怎�辦�

你應�早求��同��

因不同�發事故⽽未�應考的�理詳��可參��別已上載於考評局�

⾴的【考⽣⼿冊】��四章� 4 項的�理⽅法和相關���考⽣須知
（��科卷三）�



應考物品Checklist應考物品Checklist

    准考證正本

    身份證正本

    雨傘 (當日要留意天氣報告呀)

    手錶 (不要靠電話看時間呀)

    文具

    計數機 (數理科)

    收音機及耳機(聆聽考試專用)

    充足金錢及八達通 (午膳及乘搭的士之用）

    外套 (試場太冷或坐風口位時可穿)

    飲用水及水樽

    書本/筆記 (重點筆記，作最後參考之用） 

(藍或黑色原子筆數支、HB鉛筆、擦膠、塗改帶、間尺等)

P.4
神�照��⾏在我們⼼裡的⼤⼒���⾜⾜�成就⼀切�超�我們所求所想的�

(弗3�20)



防疫物品Checklist防疫物品Checklist

P.5
�對我��「我的恩典�你⽤的�因為我的�⼒是在⼈的軟弱上顯得完��」

(林�12:9)

            「考生健康申報表」「考生健康申報表」「考生健康申報表」

            後備後備後備口罩(2至3個)口罩(2至3個)口罩(2至3個)

            信封/口罩套(儲存口罩用)
信封/口罩套(儲存口罩用)
信封/口罩套(儲存口罩用)

            濕紙巾、紙巾濕紙巾、紙巾濕紙巾、紙巾

            酒精搓手液酒精搓手液酒精搓手液

            酒精消毒劑酒精消毒劑酒精消毒劑



應試期間Q&A應試期間Q&A
1

明⽩你佩戴�⼝罩考試可�會�覺

不舒服�或會�到⼝乾�����

�⽔�應先�⼿跟�考員提出�求�

在同意下⽅可�⽔；⽽⽔�應跟其�

個⼈物品⼀樣���在考試期間

放在椅⼦下��免���會�

3

你不��怕�因為我�你同在；不��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

我必幫助你�我必⽤我�義的右⼿扶�你�(賽 41:10)

我於考試期間

可��⽔嗎�

2

�果我到�試場��

�溫�⾼�不���

試場�我可�怎�辦
�

你亦可考�提早到�試場

讓⾃⼰「�溫」��免因步⾏

到試場或⼼�緊張��溫升⾼

���不到�溫檢測�

�果我在考試期間�

不住打噴嚏�是否可
�

�求即場更�⼝罩�

是的��考⽣��別���

可向試場⼈員�求提供

�科⼝罩�

P.6



應試期間Q&A應試期間Q&A
4

你����亦不⽤�⼼�

你可��⼿向試場⼈員求助
�

試場主�可因應�況��

���的考⽣坐在試場�

其�預留的座位或其�考室

考試��免影響其�考⽣�

5

於兩�考試之間的

休息�間�我可�

除下⼝罩抖抖�嗎�

�果於考試��坐在我

附�的考⽣頻密打噴嚏/

�續咳嗽�讓我�到很

滋��我可�怎樣做�

在上�休息�間�考⽣仍須戴上⼝罩

�盡量到較��的�⽅�惟活動

只限於試場�定的�⽅�我們建議

你可到洗⼿間洗洗��亦可�來個

�呼��讓⾃⼰refresh放�⼀下�

我留下平�給你們�我�我的平�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世⼈所賜的�

你們⼼裡不�����不��怯�(約 14:27) P.7



考試後Q&A

完成當天的考試��

我想約�朋友⼀⿑⾒⾯

��輕�下�順�做試

�檢討�可�嗎�

我覺得�⽇考試不��

很不����緒���

考試後Q&A

�記����⼒⾯�的�向���直跑� (�3:13下-14上)

1

2

疫�仍�����⼰�⼈�

衞⽣防�中⼼仍建議⼤家

減少社交���盡量留在家中�

現��訊科技發��不�你們考�

各⾃買�賣回家�於社交��來⼀個

”視�” 試�檢討�
都不失為⼀個��擇�

��已完成考試�

不�作出�何改變�

⾃�⾃�只會�⾃⼰�到難受�

應該�整⼼��從中��經驗作出應

變�為未來應考的科⽬作出準��

如對考試規則或程序尚有疑問，可參閱《考生手冊》

或聯絡公開考試資訊中心（熱線：3628 8860）。

P.8



�開試已
�來�⼤

�⼒�

再加上�
⽇疫�的

影響�

�⼒可�
�增�減

�

好好裝備自
己備戰DSE

，

實⾏�⾄
�佳狀�

�

同學們�
我�互相

⽀�⿎�
�

#�冠病�
 #相信⾃

⼰�⼒�
赴 #唔怕

P.9��那加給我⼒量的�凡事都�做� (�4�13)



Take
Action

  訂立清晰目標，調節合理期望，預計最壞的結果。
  按事情輕重緩急訂出工作的優次。
  運用「Time Table」/「To Do List」工具幫助自己
  整理已完成之工作。 
#搞掂就獎勵一下自己#每日欣賞自己兩次,thx!
#俾啲掙扎 #活在當下 #無悔青春 

P.10

Step 1

凡仰��和�的⼈�你們都�壯��堅固你們的⼼� (�31:24)



Step 2
  電腦用得多都會lag都會壞，更何況係人？！
  夠精神個腦先轉得快！
  每隔2-3個鐘，休息15分鐘，人都醒神集中D。
  精神科醫生話﹕「訓夠七個鐘，記憶、專注好輕鬆！」
#100% 放鬆音樂 #飲杯茶 #均衡飲食
#眼部操 #伸展運動 #Switch Ring Fit

Health

P.11
你們當剛強壯��不��怕��不�畏懼�們�因為�和�--你的神

和你同去��必不撇下你��不丟�你�（申命記 31:6）



Step 3
  多留意自己情緒，多欣賞自己，多為自己打氣！
  當感到憂慮無助時，我們不願讓你一個人，朋友、   
  家人、老師和社工永遠都是你最大的後盾。

Heart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自己、自己同自己! 
#祈禱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與自己做好朋友
#YOU HAVE GOT OUR BACK

P.12
你�專⼼仰��和��不可倚�⾃⼰的�明� 

在你⼀切所⾏的事上都��定���必�引你的路�(� 3:5-6)



7月21日(三) DSE放榜，公佈考試成績
根據個人時段,修改大學
聯招JUPAS 課程選擇

發放考試成績後5天內 提交覆核DSE 成績或
重閱答卷申請

8月12日(四) JUPAS放榜
8月18日(三) 考評局公佈DSE成績覆核結果

公佈DSE覆核成功者JUPAS結果8月26日(四)

DSE覆核成功者可遞交要求
JUPAS重新考慮入學申請

⽇期或��改������密切留意

「考評局」�「⼤學�合招⽣辦法」�佈

8月19日(四)

7月22日(四)至24日(六)

8月30日(一)

9月2日(四)

公佈JUPAS補選結果
公佈JUPAS第二輪補選結果

(如適用)

6月23日(三) 

5月31日(一)下午11時59分前 更新課程選擇的最後限期
考生查閱獲分配修改
課程選擇的個人時段

��來源�

2020年中學文憑試重要日程
日期 重要事項

你的話是我��的��是我路上的光�(�119:105)

⽇期或��改������密切留意

「考評局」�「⼤學�合招⽣辦法」�佈

P.13

2021年中學文憑試重要日程

只顯�
7⽉21⽇

(三)*為暫定
放榜

⽇期�

顯�其�⽇期但
�為暫定⽇期�

HKEAA JUPAS



實用資源

香港賽馬會
青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噏 (24小時）

WhatsApp:
9101 2012
WeChat:
hkopenup

機構/服務名稱 電話 QR code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文憑試快線 3628 8860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3628 8833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輔導熱線 2711 6622

(網頁) (電話)

P.14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怯的⼼�乃是剛強�仁��謹守的⼼�

(提� 1:7)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日程
(JUPAS)

2334 2330 
(24小時互動語音系統)



學友社
學生輔導中心 2728 7999

實用資源
機構/服務名稱 電話 QR code

學友社學生專線服務
(星期一、三及五 
晚上7:00-9:00)

2503 3399

香港青年協會
升學輔導熱線

2777 1112
(周一至六，下午2時至凌晨2時)

6277 8899
(周一至周六，下午2時至午夜12時)

Whatsapp：

(網頁)

新生精神康復會
靜觀減壓資源

(伸展練習) (呼吸練習)

P.15
你們中間���少智�的�應當求那厚賜�眾⼈�

�不�責⼈的神�主就必賜給��(�1:5)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青少年服務單位

P.16

學校社會⼯作辦事�                                 2715 9558

西環�合社會服��                                 2818 8356

�⽔埗�合社會服��                             2720 4318

�翔�合社會服��                                 2326 0192

���合社會服��                                 2750 2521

�⾐�合社會服��                                 2497 3030

沙⽥�合社會服��                                 2691 9170

��灣�合社會服��                             2466 0136

屯⾨�合社會服��                                 2451 0311

天⽔��合社會服��                             2447 9228

�軍��合社會服��                             2709 3388

中西���島�年外展社會⼯作隊         2818 8298

�軍��年外展社會⼯作隊                     2709 3388

⽣涯發展服�隊                                        2559 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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