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2018-19 年度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及中六級畢業考試時間表

1月8日(星期二) 1月9日(星期三) 1月10日(星期四) 1月11日(星期五) 1月14日(星期一) 1月15日(星期二) 1月16日(星期三) 1月17日(星期四) 1月18日(星期五)

英文寫作 中文說話能力 通識 中文寫作能力 中文聆聽能力 數學 英文口試 中文閱讀能力 英文閱讀及運用

8:35-9:35 8:35-11:05 8:35-9:35 8:35-9:50 8:35-9:10 8:35-9:50 8:35-11:05 8:35-9:50 8:35-9:50

電腦 (404至407室及504室) 地理 宗教 英文聆聽能力 科學 (305至308室及404室) 中國歷史

10:05-10:35 10:05-10:50 10:20-10:50 9:40-10:30 10:20-11:20 10:20-11:05

中文寫作能力 英文寫作 數學 英文口試 8:35-11:05 通識 中文閱讀能力 中文聆聽能力 英文閱讀及運用 中文說話能力

8:35-9:50 8:35-9:35 8:35-10:05 (305至308室及404室) 8:35-9:35 8:35-9:50 8:35-9:10 (禮堂) 8:35-9:50 8:35-11:05

中國歷史 科學 電腦 8:35-12:35 宗教 地理 英文聆聽能力 (305至308室及312室)

10:20-11:05 10:05-11:05 (106及204室) 10:05-10:35 10:20-11:05 9:40-10:30 (禮堂) 

英文寫作 中文聆聽能力 英文口試 中文寫作能力 數學 中文說話能力 英文閱讀及運用 科學 中文閱讀能力

8:35-9:35 8:35-9:10 (禮堂)  8:35-11:05 8:35-9:50 8:35-10:05 8:35-11:05 8:35-10:05 8:35-9:35 8:35-9:50

地理 英文聆聽能力 (504及505室) 中國歷史 通識 (404至407室及504室) 宗教 歷史 校本科技

10:05-11:05 9:40-10:40 (禮堂) (404至406室) 10:20-11:05 10:35-11:35 10:35-11:05 10:05-10:35 10:20-11:05

中國語文(二) 數學 中國語文(四) *物理 *企會 英國語文(四) 通識 中國語文(一) 英國語文(一)

寫作能力 8:35-10:35 說話能力 8:35-10:05 (310室) 8:35-10:05 (310室) 口試 8:35-10:05 閱讀能力 閱讀

8:35-10:05 8:35-12:35 *生物 *化學/CHEMISTRY 8:35-11:35 8:35-10:05 8:35-10:05

(309及310室) 8:35-10:05 (309室) 8:35-10:05 (309室) (309及310室)

(206至210室) *經濟(一) *企管 (207至210室)

8:35-9:35 (505室) 8:35-10:05 (505室)

*旅遊 *中史

8:35-10:05 (504室) 8:35-10:05 (504室)

*視藝 *地理

8:35-12:35 (205室) 8:35-10:05 (208室)

*ICT

8:35-10:05 (207室)

英國語文(二) 英國語文(三) *經濟(二) 中國語文(三)

寫作 聆聽及綜合能力 10:05-11:35 (505室) 聆聽及綜合能力

10:35-11:35 11:15-12:45 (禮堂) 11:00-12:30 (禮堂)

英國語文(二) *企會(一) 中國語文(二) 通識(一) 數學 中國語文(一) *物理 中國語文(四) 英國語文(四)

寫作 8:35-9:35 (409室) 寫作能力 8:35-10:35 8:35-10:35 閱讀能力 8:35-10:35 (409室) 說話能力 口試

8:35-10:05 *化學/CHEMISTRY 8:35-10:05 8:35-10:05 *生物 8:35-12:35 8:35-11:35

8:35-10:35 (408室) 8:35-10:35 (408室) (409及411室) (205至210室)

*企管(一) *經濟(一) (506至509室)

8:35-9:35 (507室) 8:35-9:35 (507室)

*中史 *歷史(一)

8:35-10:50 (506室) 8:35-10:05 (506室)

*地理(一) *旅遊

8:35-10:05 (208室) 8:35-10:05 (208室)

*ICT *視藝

8:35-10:05 (207室) 8:35-12:35 (205室)

*數學 I *企會(二) 中國語文(三) 通識(二) 英國語文(三) 英國語文(一) *經濟(二)

10:35-12:35 (409室) 10:05-11:35 (409室) 聆聽及綜合能力 11:05-12:20 聆聽及綜合能力 閱讀 10:05-11:35 (507室)

*企管(二) 11:20-12:50 11:15-1:15 10:35-12:05 *歷史(二)

10:05-11:35 (507室) (禮堂) (禮堂) 10:35-12:05 (506室)

*地理(二)

10:35-11:20 (2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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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2018-19 年度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及中六級畢業考試時間表

1月8日(星期二) 1月9日(星期三) 1月10日(星期四) 1月11日(星期五) 1月14日(星期一) 1月15日(星期二) 1月16日(星期三) 1月17日(星期四) 1月18日(星期五)

中國語文(二) 數學(一) *物理(一) 英國語文(二) 通識(一) *企會(一) 中國語文(一) 英國語文(四) 中國語文(四)

寫作能力 8:35-10:50 8:35-11:05 (411室) 寫作 8:35-10:35 8:35-9:50 (411室) 閱讀能力 口試 說話能力

8:35-10:05 *生物(一) 8:35-10:35 *化學(一)/CHEMISTRY 1 8:35-10:05 8:35-12:35 8:35-12:35

8:35-11:05 (312室) 8:35-11:05 (312室) (205至210室) (409及411室)

*經濟(一) *企管(一) *數學 1 (506至509室)

8:35-9:35 (511室) 8:35-9:50 (511室) 10:05-12:35 (312室)

*歷史(一) *中史(一)

8:35-10:35 (509室) 8:35-10:50 (509室)

*旅遊(一) *地理(一)

8:35-10:05 (508室) 8:35-11:20 (508室)

*視藝 *ICT(1)

8:35-12:35 (205室) 8:35-10:35 (206室)

英國語文(三) 數學(二) *物理(二) 中國語文(三) 通識(二) *企會(二) 英國語文(一)

聆聽及綜合能力 11:20-12:35 11:35-12:35 (411室) 聆聽及綜合能力 11:05-12:20 10:20-12:35 (411室) 閱讀

11:05-1:05 *生物(二) 11:20-12:50 *化學(二)/CHEMISTRY 2 10:35-12:05

(禮堂) 11:35-12:35 (312室) (禮堂) 11:35-12:35 (312室)

*經濟(二) *企管(二)

10:05-12:35 (511室) 10:20-12:35 (511室) 

*歷史(二) *中史(二)

11:05-12:35 (509室) 11:20-12:40 (509室)

*旅遊(二) *地理(二)

10:35-12:20 (508室) 11:50-1:05 (508室)

*ICT(2)

11:05-12:35 (206室)

註 1：除特別註明外(例如聆聽及口試)，各級的考試地點安排如下：

中一級 中二級A班及B班 中三級A班及B班 中四級A班及B班 中五級A班及B班 中六級A班及B班

禮堂 班課室 班課室 班課室 班課室 班課室

中二級C班及D班 中三級C班及D班 中四級C班及D班 中五級C班及D班 中六級C班及D班

306室 405室 505室 507室 509室

註 2：特別考室設於 104 室(只適用於中一、中四及中五級) 及 105 室(只適用於中二、中三及中六級)。

註 3：中四、中五及中六級附有(*)號的科目與及中二至中六級C班及D班會有特別座位安排，同學請留意張貼於課室試場門外之座位安排。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校長：陳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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