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2015 年度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日期

開考時間

中一

中二

中三

13-Jan-15

8:30

Eng I (-9:30)
Eng II (10:00-11:00)

Eng I (-9:30)
Eng II (10:00-11:00)

基商溫習(-9:15)基商 (9:15-9:45) 中文口試 (甲組)(505,601,605,Geo,GC)(-9:52)
中史(10:15-11:00)

8:30

中文 一 (-9:30)
中文 二 (10:00-11:15)

中文 一 (-9:30)
中文 二 (10:00-11:30)

Eng Oral( gpA)(501-504,605)(-10:30)
Eng I (10:45-11:45)
Eng II (12:15-1:15)

8:30

留家溫習

基商溫習(-8:45)基商 (9:15-9:45) Eng Oral (gp A)(301-304,GC)(-10:45)

設應(11:15-11:45) / 科活 (10:15-11:00)

中文 一 (-9:45)
中文 二 (10:15-11:45)

中文聆聽/普通話(CH,SA) (-9:30)
綜合科學(10:00-11:00)

溫習(gp A)(-10:15) Eng Oral( gp B)(204,504,605,GEO,GC)(-10:45)
Eng(L.T.)(CH,SA)(11:15-12:25)

中文口試 (401-404,505,GC,Geo)(-9:45)
Eng(L.T.)(CH,SA) (10:15-11:15)

中文聆聽 (CH,SA) (-9:05)
通識(10:00-11:00)

留家溫習

留家溫習

綜合科學 (-10:00)
基教 (10:30-11:00)

(二)
-14-Jan-15
(三)
-15-Jan-15
(四)
-16-Jan-15

8:30

(五)
-19-Jan-15

8:30

(一)
-20-Jan-15

8:30

(二)
-21-Jan-15
(三)
-22-Jan-15

8:30

8:30

(四)
-23-Jan-15
(五)
--

8:30

基教 (-9:00)
通識(9:30-10:00)
基商 (10:30-11:00) 圖傳(10:30-11:45)
數學 一 (-9:45)
數學二 (10:15-11:00)
Eng oral(501-505,Geo)( (-10:45)
中文口試 (501-505)(10:45-12:15)
綜合科學(-9:30)

數學 一 (-9:45)

中史 (10:15-11:00)

數學二(10:15-11:00)

中文聆聽/普通話 (CH,SA) (-9:30)
地理(10:15-11:00)

圖傳溫習(-8:45)圖傳 (9:15-10:30) Eng Oral(gp B)(-10:45)(601,605,GC,GEO)

基教(11:15-11:45)

數學 一 (-9:45)
數學 二(10:15-11:00)

Eng(L.T.)(CH,SA)(-9:30)
設計應用(10:00-10:30) / 科技生活 (10:00-10:45)
中一義工訓練(11:00-12:00)

地理(-9:15)
通識 (9:45-10:30)
中史(11:00-11:45)

地理(-9:00)
設應 (9:30-10:00) / 科活(9:30-10:15)
圖傳 (10:45-12:00) 中文口試 (乙組)(503,504,605,GC,Geo)(10:45-12:07)

附件:2014-15中四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2014- 2015 年度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日期
13-Jan-15
(二)
-14-Jan-15
(三)
-15-Jan-15
(四)
-16-Jan-15
(五)
-19-Jan-15
(一)
-20-Jan-15
(二)
-21-Jan-15
(三)
-22-Jan-15
(四)
-23-Jan-15
(五)
--

2014- 2015 年度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開考時間

F.4

日期

開考時間

F.5

8:30

中文一 (- 9:45)
中文 二 (10:15-11:45)

13-Jan-15

8:30

Eng I (-10:00)
Eng II (10:30-12:00)

Eng(L.T.) (-9:50)(CH,SA)
Eng Oral (601-605,GEO ) (10:45-12:45)

14-Jan-15

8:30

(二)
8:30

通識 (-10:30)
基教 (11:00-11:30)

(三)
--

8:30

溫習(資通/ 地理/企會財/旅遊款待/生物)(-9:00) 物理1A(-9:30)
生物/資通/地理/企會財/旅遊款待(9:30-11:00) 物理1B(10:00-11:00)

15-Jan-15

Eng I (-10:00)

16-Jan-15

Eng II (10:30-11:45)

(五)

經濟一/ 組科(化)(-9:30) 視藝(-12:30) 溫習(科活-8:45 / 化學/設應/中史-9:15)
科活(9:00-11:00) 化學/設應(9:30-11:00)中史(9:40-11:00)組科(生)(10:00-11:00)/經濟二(10:00-11:30)

19-Jan-15

留家溫習

20-Jan-15

8:30

中文 一 (- 9:45)
中文 二 (10:15-11:45)

8:30

物理一(-10:00) 地理/企會財/旅遊款待(-10:30) 溫習(資通/生物)(-9:00)
生物(9:15-11:00)資通(9:30-11:00) 物理SBA(10:30-11:30) 中文 口試(甲組) (501-505,Geo)(11:00-12:30)

8:30

數學一 (-10:45)
中文 口試(乙組)(401-405,GC) (11:15-12:45)

8:30

留家溫習

8:30

Eng(L.T.)(CH,SA) (-10:10)
Eng Oral (601-605,GEO) (10:30-12:30)

(四)
--

8:30

-8:30

(一)
--

8:30

(二)
-8:30

中文口試 (601-605,GEO)(-10:00)
中文聆聽(CH,SA) (10:30- 11:15)

21-Jan-15

數學一 (-9:30)
數學二 (10:00-11:00)
數學M1 (11:30- 12:30)
通識 (-10:00)
基教 (10:30-11:00)

22-Jan-15

(三)
--

8:30
10:00
8:30

8:30

(四)
-23-Jan-15
(五)
--

8:30

數學二 (8:30-9:45)
中文聆聽及綜合(CH,SA)(10:15-11:45)
數學M1(1:00-2:30)
溫習(中史/科活)(-8:45) 經濟一(-9:30) 設應一/組科(化)(-10:00) 化學(-11:00) 視藝(-12:30)
中史/ 科活(9:00-11:00) 經濟二 (10:00-11:30) 設應二/ 組科(生)(10:30-12:00)

附件:2014-15中四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2014-15 年中六模擬考試
中六 (禮堂)
中文一 (- 9:45)
中文二 (10:15-11:45)

日期

開考時間

12-Jan-15
(一)

8:30

13-Jan-15
(二)
-14-Jan-15

8:30

Eng I (-10:00)
Eng II (10:30- 12:30)

8:30

資通一/中國文學一 (-10:30) 企會財(-10:45) 生物/ 地理/物理(-11:00 )
中國文學二(11:00-1:00) 物理二/生物二(11:30-12:30 ) 地理二/企會財一(11:30-12:45) 資通二(11:00-12:30)

(三)
-15-Jan-15
(四)
-16-Jan-15
(五)
-19-Jan-15
(一)
-20-Jan-15
(二)
-21-Jan-15
(三)
-22-Jan-15
(四)
-23-Jan-15
(五)
--

8:30

8:30

*退選同學須到圖書館自修(8:30-11:00)
中文 (聆聽及綜合) (-10:35)
中文 口試(甲組)(301-304,GC,GEO)(11:00-12:30)
Eng Oral(gp 1)(501-505 )(1:00-3:00)
通識 一(-10:30)
通識二 (11:00-12:15)

8:30

數學一 (-10:45)
數學二 (11:15- 12:30)

8:30

數學M1,M2(601)(- 11:00) #其他同學留家溫習

8:30

經濟一(-9:30) 科活一(-10:00) 組科(化) (-10:10) 中史一/設應一(10:30) 化學一(-11:00) 視藝(-12:30)
經濟二 (10:00-12:00) 組科(生)(10:45-12:25) 科活二(10:45-12:45) 設應二(11:00-1:00) 中史二 (11:00-12:20) 化學二(11:30-12:30)
Eng Oral(gp 2)(301-305)( 1:30-3:30)
*退選同學須到圖書館自修(8:30-11:00)
Eng(List & int. skills) (-10:30)
中文 口試(乙組)(101,102,405,505,GC,GEO)(11:00-12:30 )

8:30

8:30

中文 SBA(-10:00)
職業輔導組VTC講座(10:45-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