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培正中學中六級模擬考試時間表 

日期 科目 中六級模擬考試分卷及卷長 考試時間(#) 

18/01/2021 (一) 

(展覽中心) 

通識教育 

 

卷一資料題 (2 小時)  

卷二延伸題 (1 小時 15 分鐘) 

8:30 – 10:30 

11:00 – 12:15 

19/01/2021 (二) 

(展覽中心) 

英國語文 

 

卷一閱讀 (1 小時 30 分鐘) 

卷二寫作 (2 小時) 

08:30 – 10:00 

10:30 – 12:30 

20/01/2021 (三) 

(展覽中心) 

英國語文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2 小時) 

 

10:15 – 12:15 

21/01/2021 (四) 

(展覽中心)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 (1 小時 30 分鐘) 

卷二寫作 (1 小時 30 分鐘) 

8:30 – 10:00 

10:30 – 12:00 

22/01/2021 (五) 

(展覽中心) 

中國語文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 小時 45 分鐘) 10:15 – 12:00 

 

25/01/2021 (一) 

(展覽中心) 

數學 卷一 (2 小時 15 分鐘) 

卷二* (1 小時 15 分鐘) 

08:30 – 10:45 

11:15 – 12:30 

27/01/2021 (三) 

(展覽中心) 

化學 

 

卷一*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 (1 小時) 

08:30 – 11:00 

11:30 – 12:30 

28/01/2021 (四) 

(展覽中心) 

歷史 

 

卷一 (1 小時 45 分鐘) 

卷二 (1 小時 30 分鐘) 

08:30 – 10:15 

10:45 – 12:15 

29/01/2021 (五) 

(展覽中心) 

物理 

 

卷一*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 (1 小時) 

08:30 – 11:00  

11:30 – 12:30 

1/02/2021 (一) 

(展覽中心) 

地理 卷一*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 (1 小時 15 分鐘) 

08:30 – 11:00 

11:30 – 12:45 

2/02/2021 (二) 

(展覽中心) 

生物 卷一*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 (1 小時) 

08:30 – 11:00 

11:30 – 12:30 

3/02/2021 (三) 

(E208-209) 

中國文學 卷一 (2 小時) 

卷二 (2 小時) 

08:30 – 10:30 

11:15 – 13:15 

3/02/2021 (三) 

(E208-209) 

中國歷史 

 

卷一 (2 小時 15 分鐘) 

卷二 (1 小時 20 分鐘) 

08:30 – 10:45 

11:15 – 12:35 

3/02/2021 (三) 

(展覽中心) 

資訊及通訊科技 

 

卷一* (2 小時) 

卷二 (1 小時 30 分鐘) 

08:30 – 10:30 

11:00 – 12:30 

4/02/2021 (四) 

(展覽中心) 

經濟 

 

卷一* (1 小時)  

卷二 (2 小時 30 分鐘) 

08:30 – 09:30 

10:00 – 12:30 

5/02/2021 (五) 

(展覽中心) 

延伸數學 

 

單元一 (2 小時 30 分鐘) 

單元二 (2 小時 30 分鐘) 

08:30 – 11:00 

08:30 – 11:00 

 中文口試取消 

英文口試取消 

  

30/01/2021 (六) 

6/02/2021 (六) 

8/02/2021 (一) 

後備日   

註 :  (#) 同學須於開考前 15 分鐘或之前進入試場，逾時作遲到處理； 

(*) 包含多項選擇題 

1 月 30 日、2 月 6 及 8 日為後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