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期間考試期間考試期間考試期間，，，， 2018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2日日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至至至至 11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中一至中六級班主任時間取消中一至中六級班主任時間取消中一至中六級班主任時間取消中一至中六級班主任時間取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 8:10 於花圃進行早會於花圃進行早會於花圃進行早會於花圃進行早會。。。。
    下午進行考試的學生則於下午進行考試的學生則於下午進行考試的學生則於下午進行考試的學生則於 15 分鐘前到達試場點名分鐘前到達試場點名分鐘前到達試場點名分鐘前到達試場點名。。。。
����考試期間如因惡劣天氣而停課考試期間如因惡劣天氣而停課考試期間如因惡劣天氣而停課考試期間如因惡劣天氣而停課，，，，該日所考之科目將會另訂日期補考該日所考之科目將會另訂日期補考該日所考之科目將會另訂日期補考該日所考之科目將會另訂日期補考，，，，備考日為備考日為備考日為備考日為 1月月月月12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其餘科目則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其餘科目則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其餘科目則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其餘科目則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
����考生必須準時出席中考生必須準時出席中考生必須準時出席中考生必須準時出席中、、、、英文說話考試英文說話考試英文說話考試英文說話考試，，，，若無故缺席若無故缺席若無故缺席若無故缺席，，，，當曠課處理當曠課處理當曠課處理當曠課處理。。。。
����特別集隊安排特別集隊安排特別集隊安排特別集隊安排：：：：  中五級  中五級  中五級  中五級：：：：1月月月月8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09:40 (花圃花圃花圃花圃) 　　　　中六級中六級中六級中六級：：：： 1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0:40 (花圃花圃花圃花圃)

   1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0:40 (花圃花圃花圃花圃) 1月月月月10日日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09:40 (花圃花圃花圃花圃)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08:30-10:00 中文 I 08:30-10:00 英文 I 08:30-10:00 英文 I (H)

1月2日 10:30-12:00 中文 II 10:30-12:30 英文 II 10:30-12:30 英文 II  (H)星期二
13:00-16:00 *中文說話

(A501-A505,B501,C501)

08:30-10:00 *經濟 (A501) 08:30-09:45 通識 I 08:30-10:00 中文 I (H)

*資訊科技 (A205)

1月3日 08:30-10:30 *旅遊與款待 (A503) 10:15-11:30 通識 II 10:30-12:00 中文 II (H)星期三 *化學 (A504)

*健康管理 (A502) 12:30-16:30 *中文說話 12:30-14:15 *英文說話
08:30-10:45 *中史 (A505) (A501-A505,B501,C501) (A201-A205,A301-A303)

08:30-10:00 英文 I 08:30-10:00 中文 I (A501-A504) 08:30-10:30 通識 I (H)

*5A (A501)　*5B (A502)

10:30-11:45 英文 II *5C (A503)　*5D (A504) 11:00-12:15 通識 II (H)

1月4日星期四 10:30-12:00 中文 II (A501-A504)

*5A (A501)　*5B (A502)

*5C (A503)　*5D (A504)

08:30-10:00 *中文 III  (H) 08:30-09:30 *經濟 I (A501) 11:00-13:00 英文 III (H)

08:30-10:00 *旅遊與款待 I (A503) (*10:40 花圃集隊)

1月5日 *資訊科技 I (A502)星期五 08:30-10:30 *健康管理 (A504)

08:30-10:45 *中史 (A505)

08:30-11:00 *化學 (C501)

10:00-12:15 *經濟 II (A501)

10:15-11:30 *旅遊與款待 II (A503)

10:30-11:30 *資訊科技 II (A502)

08:30-10:00 *倫理與宗教  (C201) 08:30-10:00 *倫理與宗教 I  (C201) 08:30-10:15 *倫理與宗教 I  (C301)

1月6日星期六 10:30-12:00 *倫理與宗教 II (C201) 10:45-12:30 *倫理與宗教 II (C301)

08:30-10:30 通識 10:00-11:30 *中文 III (H) 08:30-09:45 *企業會財 I (A402)

(*09:40 花圃集隊) 08:30-10:30 *文學 I (A403)

1月8日 11:00-12:30 *英文說話 08:30-11:00 *地理 I (A404)星期一 (A501-A505,B501,C501) 13:00-15:30 *物理 (A104) *數學(M1) (A401)

13:00-17:00 *視藝 II (C301) *生物 I (A405
X2

,A401
X3

)

08:30-12:30 *視藝 I (C401)

10:15-12:30 *企業會財 II (A402)

11:00-13:00 *文學 II (A403)

11:30-12:30 *生物 II (A405
X2

,A401
X3

)

11:30-12:45 *地理 II (A404)

潔心林炳炎中學潔心林炳炎中學潔心林炳炎中學潔心林炳炎中學
2017-2018  中四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模擬試時間表中四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模擬試時間表中四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模擬試時間表中四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模擬試時間表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 中五中五中五中五 中六中六中六中六



����考試期間考試期間考試期間考試期間，，，， 2018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2日日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至至至至 11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中一至中六級班主任時間取消中一至中六級班主任時間取消中一至中六級班主任時間取消中一至中六級班主任時間取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 8:10 於花圃進行早會於花圃進行早會於花圃進行早會於花圃進行早會。。。。
    下午進行考試的學生則於下午進行考試的學生則於下午進行考試的學生則於下午進行考試的學生則於 15 分鐘前到達試場點名分鐘前到達試場點名分鐘前到達試場點名分鐘前到達試場點名。。。。
����考試期間如因惡劣天氣而停課考試期間如因惡劣天氣而停課考試期間如因惡劣天氣而停課考試期間如因惡劣天氣而停課，，，，該日所考之科目將會另訂日期補考該日所考之科目將會另訂日期補考該日所考之科目將會另訂日期補考該日所考之科目將會另訂日期補考，，，，備考日為備考日為備考日為備考日為 1月月月月12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其餘科目則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其餘科目則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其餘科目則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其餘科目則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
����考生必須準時出席中考生必須準時出席中考生必須準時出席中考生必須準時出席中、、、、英文說話考試英文說話考試英文說話考試英文說話考試，，，，若無故缺席若無故缺席若無故缺席若無故缺席，，，，當曠課處理當曠課處理當曠課處理當曠課處理。。。。
����特別集隊安排特別集隊安排特別集隊安排特別集隊安排：：：：  中五級  中五級  中五級  中五級：：：：1月月月月8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09:40 (花圃花圃花圃花圃) 　　　　中六級中六級中六級中六級：：：： 1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0:40 (花圃花圃花圃花圃)

   1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0:40 (花圃花圃花圃花圃) 1月月月月10日日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09:40 (花圃花圃花圃花圃)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潔心林炳炎中學潔心林炳炎中學潔心林炳炎中學潔心林炳炎中學

2017-2018  中四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模擬試時間表中四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模擬試時間表中四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模擬試時間表中四至中五級第一學期考試及中六模擬試時間表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 中五中五中五中五 中六中六中六中六
08:30-10:00 *英文 III  (H) 11:00-13:00 *英文 III  (H) 08:30-10:45 *數學 I (A501-A504)

(*10:40 花圃集隊) *6A (A501)    *6B (A502)

1月9日 11:00-13:00 *物理 (A104) *6C (A503)    *6D (A504)星期二
11:15-12:30 *數學 II (A501-A504)

*6A (A501)    *6B (A502)

*6C (A503)    *6D (A504)

08:30-09:30 *數學(M1) (A505) 08:30-10:15 *數學 I (A201-A204) 10:00-11:30 中文 III (H)

08:30-10:30 *文學 (A501) *5A (A201)　*5B (A202) (*09:40 花圃集隊)

1月10日 *地理 (A501) *5C (A203)　*5D (A204)星期三 *企業會財 (A502) 12:30-15:00 *物理 I (C301)

*生物 (A503
X2

,A504
X3

) 10:45-11:45 *數學 II (A201-A204)

08:30-12:30 *視藝 II (C501) *5A (A201)　*5B (A202) 16:00-17:00 *物理 II (C301)

*5C (A203)　*5D (A204)

08:30-10:00 數學 I 08:30-09:30 *企業會財 I (A301) 08:30-09:30 *經濟 I (A501)

08:30-10:00 *數學(M1) (A305) 08:30-09:45 *旅遊與款待 I (A502)

1月11日 10:30-11:30 數學 II 08:30-10:30 *文學 I (A302) 08:30-10:30 *資訊科技 I (A503)星期四 *地理 (A302) *健康管理 I (A503)

08:30-11:00 *生物 (A303
X2

,A304
X3

) 08:30-10:45 *中史 I (A505)

08:30-12:30 *視藝 I (C301) 08:30-11:00 *化學 I  (A504)

10:00-12:00 *企業會財 II (A301) 10:00-12:15 *經濟 II (A501)

11:00-13:00 *文學 II (A302) 10:15-12:00 *旅遊與款待 II (A502)

11:00-12:30 *資訊科技 II (C501)

14:00-16:15 *英文說話 11:00-12:45 *健康管理 II (A503)

(A501-A505,B501,C501) 11:15-12:35 *中史 II (A505)

11:30-12:30 *化學 II  (A504)備註： 1.  中一至中五均在原課室考試，中六在禮堂考試 (有*號者除外)

2.  (H) 禮堂；(X1/X2/X3) 選修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