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學生事務通告(2017 – 2018 年度)第 36 號  

有關中一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級畢業試事宜 
 

  敬啟者：本學年中一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級畢業試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

十五日(星期一)至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舉行。考試日返學時間為上午八時卅分。由一

月八日(星期一)開始至考試期間，為讓學生專心溫習，學校會停止所有放學後的課外

活動。請家長及 貴子弟於考試前細閱學生及家長手冊第14-15頁『10.考試』，並督促 

貴子弟在家溫習準備應付考試。茲奉上考試時間表，敬希察閱。如考試當日天氣惡劣，

如：紅雨、黑雨或熱帶風暴，教育局宣佈停課，該日舉行的考試會押後，另訂日期。

翌日的科目，則依原定考試時間表進行。 
 
  為了鞏固學生學習基礎，中一至中五級第一學期總平均分不合格的學生必須參加

核心科目補考，詳情參閱家長及學生手冊第15頁『10.6補考』。補考將於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至三月一(星期四)期間舉行，補考通知書將於二月七日(星期三)個別派發。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至三十一日(星期三)訂為第一學期試後活動，返學時間照

常，有關活動包括：討論試卷、活動考察及師生同樂日等，詳情安排，容後公布。如

對上述有任何疑問，可致電學校與教務主任林愷敏老師聯絡(電話：2150 0165)。 

 
 
  此致 
貴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校長 
 張建新謹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2017-2018 年度第一學期考試時間表（中一至中五級）及中六畢業試 

 
  15/01/2018 

(星期一) 
16/01/2018 
(星期二) 

17/01/2018 
(星期三) 

18/01/2018 
(星期四) 

19/01/2018 
(星期五) 

22/01/2018 
(星期一) 

23/01/2018 
(星期二) 

24/01/2018 
(星期三) 

25/01/2018 
(星期四) 

中

一 1 體育 
8:45-9:25 (40) 

普通電腦 
8:45-9:25 (40) 

中國語文(一) 
8:45-10:00 (75) 

視覺藝術 
8:45-9:25 (40) 

英國語文(三及五) S 
8:45-9:45 (60) 

綜合人文 
8:45-9:45 (60) 

英國語文(一) 
8:45-9:25 (40) 

設計與科技 
8:45-9:45 (60) 

數學 
8:45-10:00 (75) 

 2 中國歷史 
9:55-10:35 (40) 

科學 
9:55-10:35 (40)  中國語文(二) 

9:55-10:55 (60) 
普通話 S 

10:00-10:40 (40)  英國語文(二) 
9:55-10:35 (40)   

中

二 1 英國語文(一) 
8:45-9:25 (40) 

中國歷史 
8:45-9:25 (40) 

數學 
8:45-10:00 (75) 

英國語文(三及五) S 
8:45-9:45 (60) 

普通電腦 
8:45-9:25 (40) 

中國語文(一) 
8:45-10:00 (75) 

家政 
8:45-9:25 (40) 

中國語文(二) 
8:45-9:45 (60) 

綜合人文 
8:45-9:45 (60) 

 2 英國語文(二) 
9:55-10:35 (40) 

體育 
9:55-10:35 (40)  普通話 S 

10:00-10:40 (40) 
科學 

9:55-10:35 (40)  設計與科技 
9:55-10:55 (60) 

視覺藝術 
10:15-10:55 (40)  

中

三 1 中國歷史 
8:45-9:25 (40) 

英國語文(一) 
8:45-9:25 (40) 

英國語文(三及五) S 
8:45-10:00 (75) 

中國語文(二) 
8:45-10:00 (75) 

體育 
8:45-9:25 (40) 

數學 
8:45-10:00 (75) 

科學 
8:45-9:45 (60) 

設計與科技 
8:45-9:45 (60) 

中國語文(一) 
8:45-10:00 (75) 

 2 視覺藝術 
9:55-10:35 (40) 

英國語文(二) 
9:55-10:55 (60) 

普通話 S 
10:15-10:55 (40)  綜合人文 

9:55-10:55 (60)  普通電腦 
10:15-10:55 (40) 

家政 
10:15-10:55 (40)  

中

四 1 通識教育 
8:45-10:45 (120) 

#經濟/ 
#化學/ 
#物理/ 

#旅遊與款待 
8:45-10:15 (90) 

中國語文(三) H 
8:45-10:30 (105) 

中國語文(一) 
8:45-10:15 (90) 

英國語文(一) 
8:45-9:45 (60) 

英國語文(三) H 
8:45-10:15 (90) 

數學(一) 
8:45-10:45 (120) 

中國語文(四) 
8:45-10:45 (120) 

#設計與應用科技 
8:45-10:45 (120) 

#企業會財(會計)/ 
#生物/ 

#資訊及通訊科技/ 
#科技與生活 

8:45-10:15 (90) 

 2    中國語文(二) 
10:45-12:15 (90) 

英國語文(二) 
10:15-11:30 (75) 

英國語文(四) 
10:45-12:45(120) 

數學(二) 
11:15-12:30 (75)   

 3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S 
2:00-4:30 (150) 

#體育(中學文憑) 
2:00-3:30 (90) 

       

中

五 1 英國語文(一) 
8:45-10:00 (75) 

通識教育 
8:45-10:45 (120) 

數學(一) 
8:45-10:45 (120) 

中國語文(一) 
8:45-10:15 (90) 

英國語文(三) H 
8:45-10:30 (105) 

#化學/ 
#物理 

8:45-11:15 (150) 
#經濟 

8:45-10:45 (120) 
#旅遊與款待(一) 
8:45-10:15 (90) 

中國語文(三) H 
8:45-10:30 (105) 

#生物 
8:45-11:15(150) 

#資訊及通訊科技/ 
#設計與應用科技(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 
8:45-10:45 (120) 

#科技與生活 
8:45-10:15 (90) 

英國語文(四) 
8:45-10:45 (120) 

 2 英國語文(二) 
10:30-12:00 (90)  數學(二) 

11:15-12:30 (75) 
中國語文(二) 

10:45-12:15 (90)  #旅遊與款待(二) 
10:45-12:30(105) 

中國語文(四) 
11:00-1:00 (120) 

#設計與應用科技(二) 
11:15-12:15 (60) 

^數學(延伸單元二) 
11:15-1:45(150) 

 3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S 
2:00-6:00 (240) 

#體育(中學文憑)(一) 
2:00-3:30 (90) 

#體育(中學文憑)(二) 
3:45-4:45 (60) 

   

中

六 
 

1 中國語文(一) 
8:45-10:15 (90) 

英國語文(一) 
8:45-10:15 (90) 

*通識教育 1 
8:45-10:45 (120) 

中國語文(三) 
8:45-10:30 (105) 

#化學(一)/ 
#物理(一) 

8:45-11:15 (150) 
#旅遊與款待(一) 
8:45-10:00 (75) 

#經濟(一) 
8:45-9:45 (60) 

*數學(一) 
8:45-11:00 (135) 

#生物(一) 
8:45-11:15 (150) 

#資訊及通訊科技(一)/ 
#設計與應用科技(一) 

8:45-10:45 (120) 
#科技與生活(一) 
8:45-10:15 (9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一) 
8:45-10:00 (75) 

英國語文(三) 
8:45-10:45 (120) 

*中國語文(四) 
8:45-10:45 (120) 

 2 中國語文(二) 
10:45-12:15 (90) 

英國語文(二) 
10:45-12:45(120) 

*通識教育 2 
11:15-12:30 (75)  

#經濟(二) 
10:15-12:30 (135) 
#旅遊與款待(二)  
10:30-12:15 (105) 

#化學(二)/ 
#物理(二) 

11:45-12:45 (60) 

*數學(二) 
11:30-12:45 (75)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二) 
10:30-12:45 (135) 
#科技與生活(二) 
10:45-12:45 (120) 

#資訊及通訊科技(二) 
11:15-12:45 (90) 

#設計與應用科技(二) 
11:15-1:15 (120) 

#生物(二) 
11:45-12:45 (60) 

*英國語文(四) 
11:15-1:15 (120) 

^數學(延伸單元一) 
/^數學(延伸單元二) 

11:15-1:45(150) 

 3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S 
2:00-6:00 (240) 

#體育(中學文憑)(一) 
2:00-4:15 (135) 

#體育(中學文憑)(二) 
4:30-5:45 (75) 

    

 
註:  中一至中五級考試在課室進行.  中六級考試在禮堂進行 
   
 以下科目在特別室進行  
 H - 該科考試在禮堂進行 S - 該科考試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 
 *該科考試在課室進行 ^數學(延伸單元一)/^數學(延伸單元二) – 310 
    
 S4 (X1) – #旅遊與款待(16)/ #化學(7) – 310 S5 (X1) – #物理(6) / #化學(3) – 310 S6 (X1) – #物理(5)/ #化學(10) – 310 
 S4 (X1) – #經濟(16) / #物理(6)– 302 S5 (X1) – # 經濟(8) / #TH(9)– 302 S6 (X1) – #經濟(9) / #旅遊與款待(12)– 302 
 S4 (X1) – #體育(中學文憑)(12) – 310 S5 (X1) – #體育(中學文憑) (17) – 310 S6 (X1) – #體育(中學文憑) (24) – 310 
 S4 (X1) –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屯門官立中學 S5 (X1) –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屯門官立中學 S6 (X1) –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南屯門官立中學 
  S5 (X1) – #中國歷史 – 新會商會中學 S6 (X1) – #中國文學-南屯門官立中學 
    
 S4 (X2) – #生物(23)/ #資訊及通訊科技(4) – 310 S5 (X2) – #生物(18) / 資訊及通訊科技(7) – 310 S6 (X2) – #生物(22) / #資訊及通訊科技(8) – 310 
 S4 (X2) – #科技與生活(18)/ #企業會財(會計)(12) – 302 S5 (X2) – #科技與生活(9)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10) – 302 S6 (X2)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8) / #科技與生活(14) – 302 
 S4 (X2) –#設計與應用科技(6) – SAC S5 (X2) –#設計與應用科技(5) – SAC S6 (X2) – #設計與應用科技(5)– S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