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六模擬試 對卷時間表 6AB  (更新版) 

 

 星期二 

(8/3/2016) 

星期三 

(9/3/2016) 

星期四 

(10/3/2016) 

(1) 08:15 - 08:45 

班務 

TE68/601 

TE41/602 

班務 

TE68 /601 

TE641/602 

班務 

TE68 /601 

TE641/602 

(2) 08:45 - 09:20 

選修二 

( 依照平常 

星期二的課室 ) 

英國語文 

TE60/601 

TE21 /602 

TE59 /S002 

中國語文 

TE04 /601 

TE61 /602 

TE68 /S603 

(3) 09:20 - 09:55 

選修二 

( 依照平常 

星期二的課室 ) 

英國語文 

TE60 /601 

TE21 /602 

TE59 /S002 

數學(必修) 

TE58 /601 

TE71 /602 

TE49 /S603 

(4) 10:05 - 10:40 

通識教育 

TE68 /601 

TE28 /602 

TE64 /503 

英國語文 

TE60 /601 

TE21 /602 

TE59 /S002 

中國語文 

TE04 /601 

TE61 /602 

  TE68 /405 

(5) 10:40 - 11:15 

通識教育 

TE68 /601 

TE28 /602 

TE64 /503 

通識教育 

TE68 /601 

TE28 /602 

TE64 /S603 

中國語文 

TE04 /601 

TE61 /602 

TE68 /405 

(6) 11:25 - 12:00 

數學(必修) 

TE58 /601 

TE71 /602 

TE49 /S603 

選修一 

( 依照平常 

星期三的課室 ) 

惜別會 

(11:25-1:35) 

禮堂 
(7) 12:00 - 12:35 

數學(必修) 

TE58 /601 

TE71 /602 

TE49 /S603 

選修一 

( 依照平常 

星期三的課室 ) 

午息 12:35 – 1:35 放學 

延數 

TE49/604 

其他同學放學 

 

  



 

中六模擬試 對卷時間表 6CDE  (更新版) 

 

 星期二 ((8/3/2016) 星期三 (9/3/2016) 星期四 (10/3/2016) 

(1) 08:15 - 08:45 

班務 

TE52/603 

TE63/604 

TE11/605 

班務 

TE52/603 

TE63/604 

TE11/605 

班務 

TE52/603 

TE63/604 

TE11/605 

(2) 08:45 - 09:20 

選修二 

( 依照平常 

星期二的課室 ) 

英國語文 

TE56/603 

TE62/604 

TE24 /S601 

TE17/605 

中國語文 

TE52 /603 

TE63 /604 

TE79 /605 

(3) 09:20 - 09:55 

選修二 

( 依照平常 

星期二的課室 ) 

英國語文 

TE56/603 

TE62/604 

TE24 /S601 

TE17/605 

中國語文 

TE52 /603 

TE63 /604 

TE79 /605 

(4) 10:05 - 10:40 

數學(必修) 

TE32 /603 

TE49 /604 

TE66 /605 

中國語文 

TE52 /603 

TE63 /604 

TE79 /605 

通識教育 

TE23 /S002 

TE28 /603 

TE57 /605 

TE73 /604 

(5) 10:40 - 11:15 

數學(必修) 

TE32 /603 

TE49 /604 

TE66 /605 

數學(必修) 

TE32 /603 

TE49 /604 

TE66 /605 

通識教育 

TE23 /S002 

TE28 /603 

TE57 /605 

TE73 /604 

(6) 11:25 - 12:00 

通識教育 

TE23 /303 

TE28 /603 

TE57 /605 

TE73 /604 

選修一 

( 依照平常 

星期三的課室 ) 

惜別會 

(11:25-1:35) 

禮堂 

(7) 12:00 - 12:35 

英國語文 

TE56/603 

TE62/604 

TE24 /202 

TE17/605 

選修一 

( 依照平常 

星期三的課室 ) 

午息 12:35 – 1:35 放學 放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