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時    間

Time

08:30-10:00  Eng  數學  國文  Eng   數學   國文 Eng   數學  國文 Eng   數學  國文 Eng 數學

考    室

10:10-10:50 地理 化學 地理 化學

考    室

11:00-11:40 歷史 物理 歷史 物理

考    室

11:50-12:30

考    室

14:00-14:40

考    室

14:40-15:20

考    室

15:20-16:00

考    室

N.B.:  a)  If there is a clash of 2 resit subjects, please inform Mr. Mok Iat Chung, the dean of Studies for 

 d) 監考老師須提前15分鐘到達考室，以便安排考生座位。

 e) 8:30: 早禱

 f) 協調老師若發現考生缺席，請即通知校務處。

   *g) 體育補考地點︰跑道，音樂補考地點︰明我樓音樂室，美術補考地點︰明我樓美術室。
校務處

附註︰a) 若補考時間與另一科重疊，請與莫日從主任商議。

      b) 若有學生須補考音樂、美術、體育或普通話，如有疑問請與莫日從主任商議。

      c)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參加補考。

E室 F室 初二甲 D室 初二乙

明我樓音樂室 F3C 初一甲 電腦A室 /

/

音樂 化學 化學 電腦 /

E室 初二乙F室 初二甲

生物 物理 物理 會計 /生物 會計/ 生物

葡文 生物 / 葡文 葡文 經濟 / 葡文 經濟 / 葡文

F室 初二甲 初二乙

初一甲 初一乙

初二丙

歷史 歷史 歷史

初二丁

地理 地理 地理

JM1 JM2 JM3 SM1 SM2

2019年7月13日(星期六)

初中一 初中二 初中三 高中一 高中二



(2018-2019)

Time

時    間

08:30-10:00  國文  Eng Maths    Eng Maths  國文  Eng Maths  國文  Eng Maths

Exam Rm

10:10-10:50 Geography Chem Geography Chem Geography Chem

Exam Rm

11:00-11:40 History Physics   History Physics

Exam Rm

11:50-12:30

Exam Rm

14:00-14:40

Exam Rm

14:40-15:20

Exam Rm

15:20-16:00

Exam Rm

      d) Invigilators should arrive the exam room 15 minutes earlier to assist students for the seating arrangements.

      e) 8:30 a.m.: morning prayers.

      f) The teachers on patrol should report to the General Office if any students are absent in the Resit exams.

 d) 監考老師須提前15分鐘到達考室，以便安排考生座位。
 e) 8:30: 早禱
 f) 協調老師若發現考生缺席，請即通知校務處。

   *g) 體育補考地點︰跑道，音樂補考地點︰明我樓音樂室，美術補考地點︰明我樓美術室。
General Office

/

電腦A室

初一乙

/

       c)  Students who have to resit must come to school on time in proper school uniform.

附註︰a) 若補考時間與另一科重疊，請與莫日從主任商議。
      b) 若有學生須補考音樂、美術或體育，請與莫日從主任商議。
      c)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參加補考。

B室 C室

F3C 初一甲 初一乙

E室

N.B.:  a)  If there is a clash of 2 resit subjects, please inform Mr. Mok Iat Chung, the Dean of Studies for  further arrangements.

       b)  If there are any students taking Resit exams on Music, Drawing or PE, please check 

               with Mr. Mok Iat Chung, the Dean of Studies for further arrangements.

/

Science Science Bio / Acc Bio/Acc Bio

/ /

Computing Computing Computing Computing /

F3C

葡文 葡文 葡文

中史 History Physics

F室

Geography Geography

A室

英中一 英中二 英中三 英中四 英中五

Maths

Yuet Wah College 

13th July  2019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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