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德聯誼總會 譚伯羽中學 

16-17年度下學期考試 

中一至中三級 考試時間表 
 

日期 時間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05-06 

(星期一) 

08:30 – 09:30 英文 (2) 英文 (2) 英文 (2) 

10:00 – 11:00 --- --- 地理 

10:30 – 11:00 --- *音樂 --- 

11:15 – 12:45 --- *英文 (3,4) --- 

06-06 

(星期二) 

08:30 – 09:45 中文 (2) 中文 (2) 中文 (2) 

10:15 – 11:15 --- --- 物理 

07-06 

（星期三） 

08:30 – 09:30 數學 (1) 數學 (1) 數學 (1) 

10:00 – 11:00 數學 (2) 數學 (2) 數學 (2) 

08-06 

（星期四） 

08:30 – 09:45 通識 通識 通識 

10:45 – 11:15 *音樂 --- --- 

11:30 – 12:45 *英文 (3,4) --- --- 

09-06 

（星期五） 

08:30 – 09:30 地理 科學 經濟 

14:15 – 14:45 --- --- *中文 (3) 

15:00 – 15:30 --- --- *音樂 

12-06 

（星期一） 

08:30 – 09:45 中文 (1) 中文 (1) 中文 (1) 

11:00 – 11:30 --- *普通話 --- 

11:45 – 12:15 --- *中文 (3) --- 

13-06 

（星期二） 

08:30 – 09:30 科學 地理 中史 

11:00 – 11:30 *普通話 --- --- 

11:45 – 12:15 *中文 (3) --- --- 

14-06 

（星期三） 

08:30 – 09:45 英文 (1) 英文 (1) 英文 (1) 

10:15 – 12:00 --- #中文 (4) --- 

15-06 

（星期四） 

08:30 – 09:30 中史 中史 生物 

10:15 – 12:00 --- #中文 (4) --- 

16-06 

（星期五） 

08:30 – 09:30 --- --- 化學 

11:00 – 12:30 --- --- *英文 (3,4) 
 

備註： (1)  學生須於 8:15分或之前回校。 

 (2)  # 考試由任教老師指定之地點舉行。 

 (3) * 考試在禮堂舉行，考生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禮堂。 

(4) 考生在禮堂應考時，須將書籍、文具放在自己的座位下。 

 (5) 聆聽考試開考後，考生不得進入試場。 

 (6) 中一至中三級考試將安排於 1/F至 3/F課室進行。 

 (7) 考試期間監考員未宣佈解散，考生不可離座。 

 (8)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測驗/考試將會順延舉行。 

 (9) 中一至中三級：符號↑代表由 1至 18號之考生，而↓代表由 19至 37號之考生。 

      

101室  2C↑,  3D↑ 201室  1D↑,  3C↑ 301室  1C↑,  2D↑ 

102室  2A↑,  3B↑ 202室  1B↑,  3A↑ 302室  1A↑,  2B↑ 

103室  2C↓,  3D↓ 203室  1D↓,  3C↓ 303室  1C↓,  2D↓ 

104室  2A↓,  3B↓ 204室  1B↓,  3A↓ 304室  1A↓,  2B↓ 

 

 

 教務及資訊科技組 2017年 5月 2日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中三級基本能力測試時間表 (16-17)  

 
 

日期：6 月 20 日 

（星期二） 

 

日期：6 月 21 日 

（星期三） 

08:15 – 08:30 禮堂點名 08:15 – 08:30 禮堂點名 

08:30 – 09:45 
中文： 

寫作測試 
08:30 – 09:10 

英文： 

寫作測試 

 

10:15 – 10:45 

 

中文： 

閱讀測試 
09:25 – 10:00 

英文： 

閱讀測試 

 

10:50 – 11:05 

 

中文： 

視訊測試 
10:20 – 10:55 

英文： 

**聆聽測試 

 

11:35 – 11:55 

 

中文： 

**聆聽測試 
11:15 – 12:20 數學測試 

 

註： 

(1) 中三級基本能力測試於禮堂舉行。 

(2) 基本能力測試期間，中三級同學須於 8:15 a.m. 前進校。 

(3) 中三級同學須按編定的座位進行基本能力測試。 

(4) **該節考試於課室舉行。 

（3A：401 室、3B：402 室、3C：403 室、3D：404 室） 

 

 
教務及資訊科技組 2017年 5月 2日 

 

 



 

順德聯誼總會 譚伯羽中學 

16-17年度下學期考試 

中四至中五級 考試時間表 

日期 
中四 中五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05-06 

（星期一） 

 

08:30 - 10:00 中文 (2) 08:30 - 10:00 中文 (2) 

10:30 - 12:00 @數學(單元二) 10:30 - 12:30 @數學(單元二) 

14:15 - 16:15 英文 (3) 14:00 - 16:30 #中文 (4) 

06-06 

（星期二） 

08:30 - 10:30 英文 (1) 08:30 - 10:30 英文 (1) 

11:00 – 13:00 英文 (2) 11:00 – 13:00 英文 (2)  

07-06 

（星期三） 

08:30 - 10:00 中文 (1) 08:30 - 10:00 中文 (1) 

10:30 - 12:30 
生物  中史    

地理  資通 
10:30 - 12:30 化學(1) 

--- --- 14:15 – 15:15 @ 化學(2) 

08-06 

（星期四） 

08:30 - 10:10 中文 (3) 08:30 - 10:30 #英文 (4) 

11:00 – 13:00 #英文 (4) 11:00 - 13:30 #中文 (4) 

--- --- 14:15 - 15:55 中文 (3) 

09-06 

（星期五） 

08:30 - 10:30 數學 (1) 08:30 - 10:30 數學 (1) 

11:00 - 12:15 數學 (2) 11:00 - 12:15 數學 (2) 

14:00 - 17:00 #英文 (4) --- --- 

12-06 

（星期一） 

08:30 – 10:30 化學 
08:30 - 10:30 物理  歷史 

08:30 – 12:30 ^視覺藝術 

11:00 – 13:30 #中文 (4) 
11:00 - 12:00 @物理(2) 

11:00 - 12:30 @歷史(2) 

13-06 

（星期二） 

08:30 - 11:00 #中文 (4) 08:30 – 10:30 英文 (3) 

--- --- 10:30 – 11:15 通識校本評核(演講室) 

--- --- 11:15 – 13:15 #英文 (4) 

14-06 

（星期三） 

08:30 – 10:30 通識(1) 08:30 - 10:30 通識(1) 

11:00 – 12:15 通識(2) 11:00 – 12:15 通識(2) 

14:00 – 16:30 #英文 (4) 14:00 - 16:30 #中文 (4) 

15-06 

（星期四） 

08:30 - 10:30 經濟 
08:30 - 10:30 

 

08:30 - 10:45 

生物(1) / 地理(1) 

  / 資通 

  中史(1) 

11:00 – 13:30 #中文 (4) 
11:15 – 12:15 

11:15 – 12:30 

中史(2)/生物(2) 

地理(2) 

--- --- 14:00 – 16:30 #英文 (4) 

16-06 

（星期五） 

08:30 - 10:30 物理  歷史 08:30 – 10:30 經濟(2) 

08:30 – 12:30 ^視覺藝術 11:00 – 12:00 @經濟(1) 

備註: (1)  學生須於 8:15分或之前回校。 

 (2) # 考試由任教老師指定之地點舉行，@考試在小禮堂舉行。 

 (3) ^視覺藝術科考試在美術室舉行。 

 (4) 除指定試場外，考試於禮堂舉行進行，考生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禮堂。 

 (5) 考生在禮堂應考時，須將書籍、文具放在自己的座位下。 

 (6) 聆聽考試開考後，考生不得進入試場。   

 (7) 考試期間監考員未宣佈解散，考生不可離座。 

 (8)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測驗/考試將會順延舉行。 

 (9) 中四及中五級同學於禮堂應考選修科 

(生物 / 中史 /  地理 / 資通 / 物理 / 歷史 / 經濟 / 化學)，考生應考的座位位 

  置會有所變動，詳情請參考學校網頁中考試座位的連結。 

            教務及資訊科技組   2017年 5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