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麗澤中學   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時間表（2022-2023） 

中一級至中三級 

日期 20／3（星期一） 21／3（星期二） 22／3（星期三） 

歸座 8:10 a.m. 8:10 a.m. 8:10 a.m. 

班主任時間 8:15 a.m.－8:30 a.m. 8:15 a.m.－8:30 a.m. 8:15 a.m.－8:30 a.m. 

第一節 

（測驗時間） 

中國歷史（8:35 a.m.－9:10 a.m.） 

數學卷二（9:15 a.m.－9:45 a.m.） 

ENG 

（8:35 a.m.－9:45 a.m.） 

科學 

（8:35 a.m.－9:45 a.m.） 

小息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歸座 10:00 a.m. 10:00 a.m. 10:00 a.m. 

第二節 

（測驗時間） 

數學卷一 

（10:05 a.m.－11:15 a.m.） 

ENG（Writing） 

（10:05 a.m.－11:15 a.m.） 

中文卷一 

（10:05 a.m.－11:15 a.m.） 

小息 11:15 a.m.－11:25 a.m. 11:15 a.m.－11:25 a.m. 11:15 a.m.－11:25 a.m. 

歸座 11:25 a.m. 11:25 a.m. 11:25 a.m. 

第三節 

（測驗時間） 

生活科技 

（11:30 a.m.－12:40 p.m.） 

地理（11:30 a.m.－11:50 a.m.） 

歷史（11:50 a.m.－12:10 p.m.） 

生活與社會（12:10 p.m.－12:40 p.m.） 

中文卷二 

（11:30 a.m.－12:40 p.m.） 

中四級 

日期 20／3（星期一） 21／3（星期二） 22／3（星期三） 

歸座／集隊時間 
8:10 a.m. 8:10 a.m. 8:10 a.m. 

班主任點名，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班主任點名，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集隊後前往禮堂 

第一節 

（測驗時間） 

X1 

（8:35 a.m.－9:45 a.m.） 

X2 

（8:35 a.m.－9:45 a.m.） 

ENG（Hall） 

（8:25 a.m.－10:25 a.m.） 

小息 9:45 a.m.－10:00 a.m. 9:45 a.m.－10:00 a.m. - 

歸座 10:00 a.m. 10:00 a.m. 10:45 a.m. 

第二節 

（測驗時間） 

數學 

（10:05 a.m.－12:05 p.m.） 

中文卷一及卷二 

（10:05 a.m.－12:20 p.m.） 

公民與社會發展（禮堂） 

（10:55 a.m.－12:05 p.m.） 

小息 / / - 

歸座 / / 12:20 p.m. 

第三節 

（測驗時間） 
/ / 

X3（401 / 410室） 

（12:25 p.m.－1:35 p.m.） 

中五級 

日期 20／3（星期一） 21／3（星期二） 22／3（星期三） 

歸座／集隊時間 
8:10 a.m. 8:10 a.m. 8:10 a.m. 

集隊後前往禮堂 集隊後前往禮堂 班主任點名，學生於廣播結束後前往試場 

第一節 

（測驗時間） 

中文卷一及卷二（禮堂） 

（8:25 a.m.－10:40 a.m.） 

ENG（Hall） 

（8:25 a.m.－10:25 a.m.） 

X1 

（8:35 a.m.－9:45 a.m.） 

小息 - - 9:45 a.m.－10:00 a.m. 

歸座 11:00 a.m. 10:45 a.m. 10:00 a.m. 

第二節 

（測驗時間） 

X2（禮堂） 

（11:10 a.m.－12:20 p.m.） 

公民與社會發展（禮堂） 

（10:55 a.m.－12:05 p.m.） 

數學 

（10:05 a.m.－12:05 p.m.） 

小息 / - / 

歸座 / 12:20 p.m. / 

第三節 

（測驗時間） 
/ 

X3（403 / 408室） 

（12:25 p.m.－1:35 p.m.） 
/ 

 

中四及中五級選修科統一測驗地點 

中四 地點 

X1 

物理 402室 

中國文學 409室 

地理 401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10室 

X2 

生物 401室 

歷史 409室 

旅遊與款待 402室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410室 

X3 
化學 401室 

中國歷史 410室 

 

中五 地點 

X1 

化學 403室 

中國文學 407室 

地理 404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08室 

X2 

生物 禮堂 

歷史 禮堂 

旅遊與款待 禮堂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禮堂 

X3 
物理 408室 

中國歷史 403室 

 

備註： 

（1）所有測驗不設早退，不可提前交卷離開。 

（2）中四級統測第一天和第二天、中五級統測第三天 

第一節為選修科目的測驗，當天早上學生須於點 

名及廣播結束後馬上前往指定試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