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松侯寶垣中學 

2016 - 2017 
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8:30 – 9:30 數學 
20/10 (四) 

10:00 – 10:45 綜合科學 

21/10 (五) 是日是日是日是日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24/10 (一) 是日沒有統評是日沒有統評是日沒有統評是日沒有統評，，，，請用功溫習請用功溫習請用功溫習請用功溫習  

8:30 – 9:30 中國語文(卷一) 
25/10 (二) 

10:00 – 11:00 中國語文(卷二) 

8:30 – 9:15 綜合人文 
26/10 (三) 

統評後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8:30 – 9:15 English (Paper 1) 

10:00 – 10:45 English (Paper 2)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學學學學

期期期期

統統統統

評評評評 

27/10 (四) 

Day A 

下午 補測補測補測補測  

 
備註： (1) 統評地點為各班的所屬課室（602 室至 604 室）。 
 (2) 學生如缺席統評，必須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並於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

交回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否則其試卷分數將會設為「零」。 
 (3) 補測將安排在 27/10（（（（四四四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及及及及 29/10（（（（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進行，校方會

個別通知學生補測時間及地點。 

21/10/2016 

更新版本 



青松侯寶垣中學 

2016 - 2017 
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中中中中二二二二級級級級)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8:30 – 9:30 中國語文(卷一) 
20/10 (四) 

10:00 – 11:00 中國語文(卷二) 

21/10 (五) 是日是日是日是日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24/10 (一) 是日沒有統評是日沒有統評是日沒有統評是日沒有統評，，，，請用功溫習請用功溫習請用功溫習請用功溫習  

8:30 – 9:15 English (Paper 1) 

10:00 – 10:45 English (Paper 2) 25/10 (二) 

11:15 – 12:00 綜合科學 

26/10 (三) 是日沒有統評是日沒有統評是日沒有統評是日沒有統評，，，，請用功溫習請用功溫習請用功溫習請用功溫習  

8:30 – 9:30 數學 

10:00 – 10:45 綜合人文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學學學學

期期期期

統統統統

評評評評 

27/10 (四) 

Day A 

下午 補測補測補測補測  

 
備註： (1) 統評地點為 501 室（2I）、502 室（2C）及 502 室（2A 及 2N）。 
 (2) 學生如缺席統評，必須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並於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

交回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否則其試卷分數將會設為「零」。 
 (3) 補測將安排在 27/10（（（（四四四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及及及及 29/10（（（（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進行，校方會

個別通知學生補測時間及地點。 

21/10/2016 

更新版本 



青松侯寶垣中學 

2016 - 2017 
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中中中中三三三三級級級級)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8:30 – 9:15 地理 中三課室 
20/10 (四) 

10:00 – 10:40 化學 中三課室 

21/10 (五) 是日是日是日是日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8:30 – 9:15 English (Paper 3)* G02 室 

10:00 – 10:45 English (Paper 1) 中三課室 24/10 (一) 

11:30 – 12:15 中國歷史 中三課室 

8:30 – 9:30 數學 中三課室 
25/10 (二) 

10:00 – 10:40 生物 中三課室 

8:30 – 9:30 中國語文(卷一) 中三課室 
26/10 (三) 

10:00 – 11:00 中國語文(卷二) 中三課室 

8:30 – 9:15 歷史 中三課室 

10:00 – 10:40 物理 中三課室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學學學學

期期期期

統統統統

評評評評 

27/10 (四) 

Day A 
下午 補測補測補測補測  

* 不設補測 
 
備註： (1) 「中三課室」指 401 室（3I 及 3N）及 402 室（3C 及 3A）。 
 (2) 學生如缺席統評，必須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並於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

交回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否則其試卷分數將會設為「零」。 
 (3) 補測將安排在 27/10（（（（四四四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及及及及 29/10（（（（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進行，校方會

個別通知學生補測時間及地點，惟聆聽評估不設補聆聽評估不設補聆聽評估不設補聆聽評估不設補測測測測。

21/10/2016 

更新版本 



青松侯寶垣中學 

2016 - 2017 
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中中中中四四四四級級級級)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8:30 – 9:45 English (Paper 1) 中四課室 
20/10 (四) 

11:00 – 12:15 English (Paper 3)* 禮堂 

21/10 (五) 是 日 停 課是 日 停 課是 日 停 課是 日 停 課  

22/10 (六) 9:00 – 10:00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204室 

8:30 – 10:00 數學(必修部分) 中四課室 

12:30 資訊及通訊科技 305室 

12:45 化學、Chemistry 304室 

中國文學 301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02室 

24/10 (一) 
11:15 – 

13:15 

地理 303室 

25/10 (二) 8:30 – 10:30 通識教育 中四課室 

經濟 301室 

物理 302室 10:00 

生物、Biology 304室 

10:30 中國歷史、歷史 303室 

26/10 (三) 8:30 – 

12:30 視覺藝術 215室 

8:30 – 9:30 中國語文(卷一) 中四課室 

10:30 – 11:30 中國語文(卷二) 中四課室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學學學學

期期期期

統統統統

評評評評 

27/10 (四) 
Day A 

下午 補 測補 測補 測補 測  
* 不設補測 
 
備註： (1) 「中四課室」指 302 室（4I 及 4C）、303 室（4A）及 304 室（4N）。 
 (2) 學生如缺席統評，必須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並於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

交回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否則其試卷分數將會設為「零」。 
 (3) 補測將安排在 27/10（（（（四四四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及及及及 29/10（（（（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進行，校方會

個別通知學生補測時間及地點，惟聆聽評估不設補測聆聽評估不設補測聆聽評估不設補測聆聽評估不設補測。 

21/10/2016 

更新版本 



青松侯寶垣中學 

2016 - 2017 
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第一學期統評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中中中中五五五五級級級級)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0:00 經濟 202室 

中國歷史 201室 

歷史 203室 

生物、Biology 204室 
10:30 

物理 305室 

20/10 (四) 8:30 – 

12:30 視覺藝術 215室 

21/10 (五) 是 日 停 課是 日 停 課是 日 停 課是 日 停 課  

22/10 (六) 9:00 – 11:00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204室 

8:30 – 9:45 English (Paper 1) 禮堂 
24/10 (一) 

10:30 – 12:00 English (Paper 3)* 禮堂 

8:30 – 9:45 中國語文(卷一) 中五課室 
25/10 (二) 

10:30 – 12:00 中國語文(卷二) 中五課室 

10:00 資訊及通訊科技 305室 

中國文學 201室 

地理 202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203室 

26/10 (三) 8:30 – 
10:30 

化學、Chemistry 204室 

8:30 – 10:30 數學(必修部分) 中五課室 

11:15 – 13:15 通識教育 中五課室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學學學學

期期期期

統統統統

評評評評 

27/10 (四) 
Day A 

下午 補 測補 測補 測補 測  
* 不設補測 
 
備註： (1) 「中五課室」指 201 至 204 室。學生須回到所屬課室進行統評。 
 (2) 學生如缺席統評，必須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並於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

交回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否則其試卷分數將會設為「零」。 
 (3) 補測將安排在 27/10（（（（四四四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及及及及 29/10（（（（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進行，校方會

個別通知學生補測時間及地點，惟聆聽評估不設補測聆聽評估不設補測聆聽評估不設補測聆聽評估不設補測。 

21/10/2016 

更新版本 



青松侯寶垣中學 

2016 - 2017 
統評統評統評統評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中中中中六六六六級級級級)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8:30 – 10:30 通識教育 禮堂 

資訊及通訊科技 602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603室 

化學、Chemistry 604室 

中國文學 606室 

20/10 (四) 
11:15 – 13:15 

地理 607室 

21/10 (五) 是 日 停 課是 日 停 課是 日 停 課是 日 停 課  

22/10 (六) 9:00 – 11:30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204室 

物理 602室 

歷史 603室 

生物、Biology 604室 

經濟 606室 

10:30 

中國歷史 607室 

24/10 (一) 8:30 – 

12:30 視覺藝術 215室 

8:30 – 10:30 English (Paper 2) 禮堂 
25/10 (二) 

11:15 – 13:15 English (Paper 3)* 禮堂 

26/10 (三) 8:30 – 10:45 數學(必修部分) 禮堂 

8:30 – 9:45 中國語文(卷一) 禮堂 

10:30 – 12:00 中國語文(卷二) 禮堂 

統統統統

評評評評 

27/10 (四) 
Day A 

下午 補 測補 測補 測補 測  
* 不設補測 
 
備註： (1) 學生如缺席統評，必須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依時出席補測，並於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復課後第一個上課日

交回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否則其試卷分數將會設為「零」。 
 (2) 補測將安排在 27/10（（（（四四四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及及及及 29/10（（（（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進行，校方會

個別通知學生補測時間及地點，惟聆聽評估不設補聆聽評估不設補聆聽評估不設補聆聽評估不設補測測測測。 

21/10/2016 

更新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