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 LA SALLE SECONDARY SCHOOL, N.T. 

KAM TSIN VILLAGE SHEUNG SHUI, N.T. 

Tel No.: 26700443 

  Fax : 26790161 

E-mail address: email@delasalle.edu.hk 

Web-site: www.delasalle.edu.hk 

 

 

敬啟者： 

本校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至一月二十日舉行中六畢業考試。茲付上考試時間表，

請督促  貴子弟溫習為荷。 

有關本校校內考試安排，請注意以下事項： 

1. 考試缺席 

校內考試，不設補考。學生在考試期間如因病缺席，須提交家長信及有效之醫生證

明文件。如無故缺席，一律給與零分。 

2. 考試違規 

學校會根據測考違規懲處指引，對違反測考規則的學生作出懲處。 

3. 考生遲到 

考試期間，如學生遲到超過所考科目時間的一半，校方為避免騷擾其他同學，會視

乎需要而安排該生往特別室考試，惟考試依原定時間結束。 

4. 一月五日學生會按編定時間回校進行語文科口試；學生必須完成英國語文科及中國

語文科口試，方可離去，無故缺席任何語文科口試將視為曠課處理。 

5. 考試期間因天氣惡劣或特殊情況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之安排 

如遇上述情況，停課當日之應考科目將會押後，校方會另行通知補考日期。其他科

目依考試時間表上日期進行考試。 

 此致 

貴家長 

新界喇沙中學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乃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之家長，敬悉 貴校中六畢業考試之安排，

並會督促敝子弟努力溫習。 

 

 此覆 

新界喇沙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 

  

新 界 喇 沙 中 學 

新界上水金錢村 

電話:26700443 

傳真號碼: 26790161 

電郵地址: email@delasalle.edu.hk 

網址: www.delasalle.edu.hk 

學校通告 

36/1617 



中六畢業考試時間表(2016-2017) 

日期 科目 時間 場地 

5/1/2017 

（星期四） 

中國語文(口試) 08:30-11:30 
B302 室,B303 室,B305 室,B306 室 

預備室 B405 室 

英國語文(口試) 08:30-11:30 
B201 室,B205 室,B206 室 

預備室 B405 室 

6/1/2017 

（星期五） 

通識教育(一)           (2 小時) 08:30-10:30 
C202 室 

通識教育(二)           (1 小時 15 分鐘) 11:10-12:25 

9/1/2017 

（星期一） 

中國語文(一)           (1 小時 15 分鐘) 08:30-09:45 
C202 室 

中國語文(二)           (1 小時 30 分鐘) 10:25-11:55 

10/1/2017 

（星期二） 
中國語文(三)           (1 小時 40 分鐘) 08:30-10:10 C202 室 

11/1/2017 

（星期三） 

物理(一)               (2 小時 30 分鐘)  08:30-11:00 
C303 室 

物理(二)               (1 小時)  11:30-12:30 

經濟(一)               (1 小時)  08:30-09:30 
C304 室 

經濟(二)               (2 小時 15 分鐘)  10:00-12:15 

中史(一)               (2 小時)  08:30-10:30 
C202 室 

中史(二)               (1 小時 20 分鐘)  11:00-12:20 

視藝                  (4 小時) 08:30-12:30 B301 室 

12/1/2017 

（星期四） 

英國語文(一)           (1 小時 30 分鐘) 08:30-10:00 
C202 室 

英國語文(二)           (2 小時) 10:40-12:40 

13/1/2017 

（星期五） 
英國語文(三)           (2 小時) 08:30-10:30 C202 室 

16/1/2017 

（星期一） 

數學(必修部分)(一)      (2 小時 15 分鐘) 08:30-10:45 
C202 室 

數學(必修部分)(二)      (1 小時 15 分鐘) 11:25-12:40 

17/1/2017 

（星期二） 

生物(一)               (2 小時 30 分鐘)  08:30-11:00 
C303 室 

生物(二)               (1 小時) 11:30-12:30 

組合科學(生物)         (1 小時 40 分鐘) 08:30-10:10 C304 室 

18/1/2017 

（星期三） 

化學(一)               (2 小時 30 分鐘) 08:30-11:00 
C303 室 

化學(二)               (1 小時) 11:30-12:30 

組合科學(化學)         (1 小時 40 分鐘)  08:30-10:10 C304 室 

19/1/2017 

（星期四） 

地理(一)               (2 小時 30 分鐘)  08:30-11:00 
C303 室 

地理(二)               (1 小時 15 分鐘)  11:30-12:45 

資通(一)               (2 小時) 08:30-10:30 
C404 室 

資通(二)               (1 小時 30 分鐘)  11:00-12:30 

旅遊(一)               (1 小時 15 分鐘) 08:30-09:45 
C304 室 

旅遊(二)               (1 小時 45 分鐘)  10:15-12:00 

20/1/2017 

（星期五） 
數學(延伸部分) 單元一  (2 小時 30 分鐘)  08:30-11:00 C303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