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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上學期考試(2017-2018)  時間表(S.1-3) 

時間 班級 5/1(五) 8/1(一) 9/1(二) 10/1 (三) 11/1(四) 12/1(五) 15/1(一) 16/1(二) 

08:15~ 08:30  中一至中三級集隊上試場 

08:45-09:45 

(60 min) 1 

English 3 

Listening  

08:45–09:25 

(40 min) 

 (禮堂) 

科學 

08:45 – 10:00 

(75 分鐘)  

English 2 

Writing 

(60 min) 

中文寫作 

(60 分鐘) 

通識 

(60 分鐘) 

數學 I 

(60 分鐘) 

中史 

(60 分鐘) 

中文聆聽/視資 

08:45 – 09:20  

(35 分鐘) 

(禮堂) 

08:45-09:45 

(60 min) 2 
English 1 

Reading 

(60 min) 

中文寫作 

(60 分鐘) 

數學 I 

(60 分鐘) 

地理 

 (60 分鐘) 

English 3 

Listening  

08:45–09:25 

 (40 min)  

(禮堂) 

中文閱讀 

(60 分鐘) 

科學 

08:45 – 10:00 

(75 分鐘) 

通識 

(60 分鐘)  

08:45-09:45 

(60 min) 3 
中文閱讀 

(60 分鐘) 

中史 

(60 分鐘) 

English 3 

Listening  

(60 min) 

(禮堂) 

數學 I 

08:45 – 10:00 

(75 分鐘) 

中文寫作 

08:45 – 10:00 

 (75 分鐘) 

English 1 

Reading 

(60 min) 

地理 

(60 分鐘) 

科學 

08:45 – 10:00 

 (75 分鐘) 

09:45-10:15 小休 

10:15-10:30 返回班房預備考試 

10:30-11:30 

(60 min) 1 
English 1 

Reading 

(60 min) 

普通話聆聽 

10:30–11:00 

(30 分鐘) 

(禮堂)  

English  

Speaking 

10:30 – 

中文說話 

10:30 – 

地理 

(60 分鐘) 

數學 II 

10:30 – 11:00 

(30 分鐘) 

中文閱讀 

(60 分鐘) 
 

10:30-11:30 

(60 min) 2 
English  

Speaking 

10:30 – 

中文說話 

10:30 – 

數學 II 

10:30 – 11:15 

(45 分鐘) 

普通話聆聽 

10:30–11:00 

(30 分鐘) 

(禮堂) 

English 2 

Writing 

(60 min) 

中文聆聽/視資 

10:30 – 11:05 

(35 分鐘) 

 (禮堂) 

中史 

(60 分鐘) 
 

10:30-11:30 

(60 min) 3 

中文聆聽/視資 

10:30 – 11:05  

(35 分鐘) 

(禮堂)  

通識 

(60 分鐘) 

English 2 

Writing 

(60 min)  

數學 II 

10:30 – 11:15 

(45 分鐘) 

中文說話 

10:30 – 

English  

Speaking 

10:30 – 

歷史 

(60 分鐘) 

普通話聆聽 

10:30–11:00 

(30 分鐘) 

(禮堂) 

註 1： 中一至中三級普通電腦和音樂科考試會於試前課堂內進行。 

註 2： 如教育局因天氣惡劣而宣佈停課，則該天之考試將於試期完結後補回。 

註 3： 完卷後，學生可逗留於班房溫習，亦可到操場休息。若學生留在班房溫習，則必須保持安靜以免影響其他正在考試或溫習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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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上學期考試(2017-2018)  時間表(S.4) 

時間 5/1(五) 8/1(一) 9/1(二) 10/1 (三) 11/1(四) 12/1(五) 15/1(一) 16/1(二) 

8:15  考生直接進入考試場地 

08:30-10:00 

(90 min) 

通識 

(90 分鐘)  

English 2 

Writing 

 (90 min) 

中國語文一 

閱讀能力 

(90 分鐘) 

English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90 min) 

(Hall)  

生物 504 室 

中史 505 室 

物理 506 室 

旅款 508 室 

資通 510 室 

 (90 分鐘) 

數學 I 

08:30 – 09:45 

(75 分鐘) 

中國語文二 

寫作能力 

 (90 分鐘) 

地理 504 室 

化學 505 室 

企財 506 室 

經濟 507 室 

歷史 508 室 

 (90 分鐘) 

10:00-10:15 小休 

10:30-12:00 

(90 min) 
  

English 1 

Reading 

10:30-11:30 

(60 min) 

中國語文四 

 說話能力 

10:30 – 

English 4  

Speaking 

10:30 – 

 

數學 II 

10:30 – 11:15 

(45 分鐘) 

中國語文三 

聆聽/綜合能力 

10:30-12:10 

(100 分鐘) 

 (禮堂) 

視覺藝術 

(180 分鐘) 

12:00- 15:00 

 (禮堂) 

PM Session 

下午時段 
        

 
註 1:  如無指明，學生須於該節回到原試場應考。 

註 2:  如教育局因天氣惡劣而宣佈停課，則該天之考試將於試期完結後補回。 

註 3: 完卷後，學生可逗留於班房溫習，亦可到操場休息。若學生留在班房溫習，則必須保持安靜以免影響其他正在考試或溫習的同學。 

註 4: 如當天無需應考第一節，考生必須於開考前 15 分鐘抵校，否則作遲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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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上學期考試(2017-2018)  時間表(S.5) 

時間 5/1(五) 8/1(一) 9/1(二) 10/1 (三) 11/1(四) 12/1(五) 15/1(一) 16/1(二) 

8:15  考生直接進入考試場地 

08:30-10:00 

(90 mins) 

生物 604 室 

企財 605 室 

物理 606 室 

旅款 608 室 

08:30-10:30 

(120 分鐘) 

 

中史 610 室 

08:30-10:45 

(135 分鐘) 

化學 605 室 

資通 606 室 

歷史 607 室 

經濟 608 室 

地理 610 室 

08:30-10:30 

(120 分鐘) 

中國語文二 

寫作能力 

(90 分鐘) 

數學 I 

(90 分鐘) 

English 1 

Reading 

 (90 min) 

中國語文一 

閱讀能力 

(90 分鐘)   

English 2 

Writing 

08:30-10:30 

 (120 min) 

通識 

08:30-10:30 

(120 分鐘) 

10:00-10:15 小休 

10:30-12:00 

(90 mins) 
  

中國語文三 

聆聽/綜合能力 

10:30-12:10 

(100 min)  

(禮堂) 

數學 II 

10:30-11:15 

 (45 分鐘) 

English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10:30-12:30 

(120 min) 

(Hall) 

中國語文四 

說話能力 

10:30 – 

English 4 

Speaking 

11:00 – 

視覺藝術 

12:00-15:30 

(210 分鐘) 

禮堂 

PM Session 

下午時段 
        

 

註 1:  如無指明，學生須於該節回到原試場應考。 

註 2:  如教育局因天氣惡劣而宣佈停課，則該天之考試將於試期完結後補回。 

註 3: 完卷後，學生可逗留於班房溫習，亦可到操場休息。若學生留在班房溫習，則必須保持安靜以免影響其他正在考試或溫習的同學。 

註 4: 如當天無需應考第一節，考生必須於開考前 15 分鐘抵校，否則作遲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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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一級上學期考試範圍(2017-2018)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中文 一 閱讀 60 分鐘 

1.課外篇章 

  2.課文：單元一(記敍的要素與方法)、單元二(敍事寫人)、 

單元三(詩歌欣賞) 

  3.文言文集：〈二子學弈〉、〈三人成虎〉、〈 孫叔敖

埋兩頭蛇〉、〈鑿壁借光〉 

4.文言文知識：虛詞、人稱代詞、時間詞   

5.成語：1-15 個 

中文 二 寫作 60 分鐘 

1.命題作文(二選一)：記敘文(倒敘、記事、敘事寫人)、

抒情文(借事抒情) 

2.實用文：請假信 

中文 三 
聆聽及視聽資

訊 
35 分鐘 

1.聽出話語中的記敍要素 

2.聽出說話者的觀點、語氣、深層意義 

3.從事件分析人物的特點 

4.聽出關鍵詞和中心句、概括要點 

中文 四 說話 
2 分鐘 

(每位考生) 
個人短講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Eng 1 Reading 60 min 

 Textbook Units 1 & 2 and all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SRL worksheets and quizzes  

 Vocabulary (Units 1 & 2) 

 Articles: using a/an and the (p.14)  

 Personal pronouns (P. 15) 

 Simple present tense (P. 16-17) 

 Adverbs of frequency (P. 18-19) 

 There is / There are (P. 42) 

 Wh- questions (P. 43) 

 Preposition of place (P. 44)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 45) 

 Previous knowledge learnt in Senior Primary: 

e.g. this /that / these/ those  

Eng 2 Writing 60 min 

 Vocabulary & Writing Worksheet (Units 1 & 2) 

 Sentence writing 

 Writing a personal profile (Unit 1) 

 Writing a personal email (Un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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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一級上學期考試範圍(2017-2018) 
 

Eng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40 min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Eng 4 Speaking 
6-7min 

(per candidate) 

 Read aloud a passage 

1. Unit 1,  

2. Unit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SA format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科目 分卷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數學 一 60 分鐘 
第一章 有向數 

第二章 基礎代數 

第三章 基礎幾何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五章 百分法 

第六章 統計與生活 

數學 二 30分鐘 

 

 

 

科目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綜合科學 75 分鐘 

單元一 科學入門 
第 1-3 章  

單元四 能量 
第 10-12 章 

中史 60 分鐘 

第一章：華夏政治的肇始----第三章：秦代大一統帝國的建立與速亡

(p.4—p.74) 

(包括相關工作紙及課外閱讀材料) 

地理 60 分鐘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筆記 P.1-30) 

通識 60 分鐘 
課本：個人成長(一)、人際關係(一)、人際關係(二)  

技巧：分辨事實與意見 

普通話 30 分鐘 
一、基礎知識(聲母、韻母、拼音、聲調) 

二、 課本(第一至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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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二級上學期考試範圍(2017-2018)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中文 一 閱讀 60 分鐘 

1.課外篇章 

2.課文：單元一記敘抒情(親情)：<回家>、<風箏>、 

<母雞> 

單元二人物描寫(言行/修為)：〈種梨〉、 

〈差不多先生傳〉、〈世說新語〉 

單元三景物描寫(關心家園/社區)：<在風中>、 

<老區風景>、<桃花園記> 

3.文言文集：〈閔子騫童年〉、〈一鳴驚人〉、〈朱子家訓〉、 

〈君子有三樂〉、〈答謝中書書〉 

4.文言文知識：時間詞、虛詞 

5.成語：1-20 個 

中文 二 寫作 60 分鐘 
1.命題作文(二選一)：記敍抒情、人物描寫、景物描寫 

2.實用文：邀請信 

中文 三 
聆聽及視聽資

訊 
35 分鐘 

1.聽出說話者的觀點、語氣、深層意義 

2.從事件分析人物的特點 

3.聽出關鍵詞和中心句、概括要點 

中文 四 說話 2 分鐘(每位考生) 小組討論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Eng 1 Reading 60 min 

 Textbook Units 1 & 2 and all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SRL worksheets and quizzes  

 Vocabulary (Units 1 & 2)  

 Comparative adjectives & Superlative adjectives (P.14-15) 

 Comparing quantities (P.16-17) 

 Using too much, too many, too little, too few and enough 

to talk about quantities (P.18) 

 Past continuous tense (P.42-43) 

 Past continuous tense with while and when (P.44–45) 

 Connectives of reason: because, as and since (P.45) 

 Connectives of result: so, therefore and as a result (P.46) 

 Previous Knowledge learnt in S1:  

e.g. Simple past tense 

Eng 2 Writing 60 min 

 Vocabulary (Units 1 & 2) 

 Writing an article (Unit 1) 

 Writing a reply email (Un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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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二級上學期考試範圍(2017-2018) 
 

Eng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40 min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Eng 4 Speaking 
6-7min (per 

candidate) 

 Read aloud a passage 

1. Unit 1,  

2. Unit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SA format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科目 分卷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數學 一 60 分鐘 
第 1 章：估算與近似 

第 2 章：量度與誤差 

第 3 章：恆等式與因式分解 

第 4 章：聯立方程 

第 12 章：多邊形 

第 6 章：平方根與畢氏定理 

數學 二 45 分鐘 

 

 

科目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綜合科學 75 分鐘 綜合科學 2A 書 第 20 章---第 25 章 

中史 60 分鐘 
第一章：隋代統一南北與速亡----第四章：北宋的積弱與變法(p.2—p.103) 

(包括相關工作紙及課外閱讀材料) 

地理 60 分鐘 水的煩惱(筆記 P.1-32)、變化中的氣候(筆記 P.1-5) 

通識 60 分鐘 
課本：個人成長(二)、今日香港(第一章-香港的生活素質) 

技巧：數據分析，漫畫分析 

普通話 30 分鐘 

一、聆聽及譯寫: 

二、課本(單元一至單元三) 

1.聲母、韻母、聲調、兒化、詞語判斷、聆聽理解 

2.粵普譯寫 

3.拼音漢字譯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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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三級上學期考試範圍(2017-2018)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中文 一 閱讀 60 分鐘 

1. 課外篇章：(借事抒情、記敍線索、記敍方法—插敍

法/倒敍法、從事件分析人物性格/形象、借景抒情、

景物描寫手法) 

2. 課文：單元一〈爸爸的花兒落了〉 

單元三〈歸園田居〉、〈月夜〉 

  單元六〈一碗陽春麫〉 

  單元九《論語八則》中第六則及第七則 

3. 文言文集：<勉喻兒輩>、<釣於濮水>、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4. 文言文知識：通假字、多義詞 

5. 成語：1-20 個 

中文 二 寫作 75 分鐘 

1. 命題作文：三選一：記敍抒情、借景抒情、 

開放式/半開放式 

2. 報告 

中文 三 
聆聽及視聽資

訊 
35 分鐘 

1. 聽出說話者的觀點、語氣、深層意義 

2. 聽出關鍵詞、中心句、概括要點 

3. 判斷及分析說話者所敍述的事件內容 

中文 四 說話 
4 分鐘(每位考

生) 
1. 個人短講 

2. 小組討論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Eng 1 Reading 60 min 

 Textbook Units 1 & 2, all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quiz revisions and quizzes 

 Vocabulary: Unit 1 P.10 and Unit 2 P. 42  

 Someone/somebody, anyone/anybody, no one/nobody 

and none (Unit 1 P. 14) 

 Something, anything, nothing and none (Unit 1 P. 15) 

 bare infinitive (Unit 3 P. 78)  

 to-infinitive and gerunds (Unit 6 P. 49, 50)  

 passive voice (P. 46, 47) 

 although / though / despite / in spite of  

(Unit 7 P. 78 – 81)  

 Previous knowledge - grammar items studied in S. 1 

 & S.2 

Eng 2 Writing 60 min 

 Vocabulary (Units 1 & 2)  

 Writing A blog entry (Unit 1) (TSA format) 

 Writing a newspaper article (Unit 2) (TSA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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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三級上學期考試範圍(2017-2018) 
 

Eng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60 min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Eng 4 Speaking 
5-6 min 

(per candidat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SA format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The topics are related the units covered in 1st Term. 

 

 

 

科目 分卷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數學 一 75 分鐘 
第一章 整數指數律 

第二章 續因式分解 

第三章 立體圖形的探究 

第四章 求積法 

第五章 與三角形相關的定理 

第六章 概率的認識 

數學 二 45 分鐘 

 

 

 

科目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綜合科學 75 分鐘 
邁進 21 世紀綜合科學 3A (第 35、36 、37 和 38 章) 

邁進 21 世紀綜合科學 3B (第 39 章) 

通識 60 分鐘 
課本：現代中國 (課題 1-4 及課題 5.1-5.2) 

技巧：漫畫技巧、數據技巧及答題三步曲技巧 

中史 60 分鐘 
第一章：清初統治政策----第三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p.2-p.85) 

        (包括相關工作紙及課外閱讀材料) 

歷史 60 分鐘 
第一次世界大戰原因、經過、影響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因 

課本 P1-56    筆記 P1-17 

地理 60 分鐘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筆記 P.1-38)、爭奪能源(筆記 P.1-16) 

普通話 30 分鐘 

一、聆聽及譯寫： 

1.聲母、韻母、聲調、兒化、詞語判斷、聆聽理解 

2.粵普譯寫 

3.拼音漢字譯寫 

二、課本(第一至第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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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2017-18 上學期考試期間 -- 中六上課時間表

時間

Eng
6AB1_CYY_515
6AB2_MOL_518
6AB3_TCTG_418

中文
6AB1_YYW_515
6AB2_LHN_518
6AB3_HTW_418

中文
6AB1_YYW_515
6AB2_LHN_518
6AB3_HTW_418

中文
6CD1_CKF_415
6CD2_TSC_615
6CD3_LWK1_618

Eng
6CD1_CWY1_415
6CD2_LSY_615
6CD3_LMY_618

Eng
6CD1_CWY1_415
6CD2_LSY_615
6CD3_LMY_618

09:45-10:15

中文
6AB1_YYW_515
6AB2_LHN_518
6AB3_HTW_418

Eng
6AB1_CYY_515
6AB2_MOL_518
6AB3_TCTG_418

Eng
6AB1_CYY_515
6AB2_MOL_518
6AB3_TCTG_418

Eng
6CD1_CWY1_415
6CD2_LSY_615
6CD3_LMY_618

中文
6CD1_CKF_415
6CD2_TSC_615
6CD3_LWK1_618

中文
6CD1_CKF_415
6CD2_TSC_615
6CD3_LWK1_618

11:45-12:45

Eng
6AB1_CYY_515
6AB2_MOL_518
6AB3_TCTG_418

中文
6AB1_YYW_515
6AB2_LHN_518
6AB3_HTW_418

中文
6CD1_CKF_415
6CD2_TSC_615
6CD3_LWK1_618

Eng
6CD1_CWY1_415
6CD2_LSY_615
6CD3_LMY_618

14:15-14:30

中文
6AB1_YYW_515
6AB2_LHN_518
6AB3_HTW_418

Eng
6AB1_CYY_515
6AB2_MOL_518
6AB3_TCTG_418

Eng
6CD1_CWY1_415
6CD2_LSY_615
6CD3_LMY_618

中文
6CD1_CKF_415
6CD2_TSC_615
6CD3_LWK1_618

6A_ACY_515
6B_CYN_518
6C_MWY_415
6D_HYY_615

通識08:15-09:45

10:15-11:45

12:45-14:15

小息

午膳

數學

6A_CMH_515
6B_FYC_518
6C_CWS_415
6D_NKF_615

14:30-16:00

6A_CMH_515
6B_FYC_518
6C_CWS_415
6D_NKF_615

數學

12/01/2018(五) 15/01/2018(一) 16/01/2018(二)

X1

生物_ACY_415
物理_NCT_615
旅待_PWY_518
資通_CKW1_204
經濟_HPL_515

05/01/2018(五) 08/01/2018(一) 09/01/2018(二) 10/01/2018(三) 11/01/2018(四)

X1

數學

6A_CMH_515
6B_FYC_518
6C_CWS_415
6D_NKF_615

X2

化學_LCK_618
中史_CYS_515
企財_TYY_518
地理_LKL_418
視憑_LWK_215
歷史_THL_615

數學

6A_CMH_515
6B_FYC_518
6C_CWS_415
6D_NKF_615

生物_ACY_415
物理_NCT_615
旅待_PWY_518
資通_CKW1_204
經濟_HPL_515

通識

6A_ACY_515
6B_CYN_518
6C_MWY_415
6D_HYY_615

通識

6A_ACY_515
6B_CYN_518
6C_MWY_415
6D_HYY_615

化學_LCK_618
中史_CYS_515
企財_TYY_518
地理_LKL_418
視憑_LWK_215
歷史_THL_615

X2

X2

化學_LCK_618
中史_CYS_515
企財_TYY_518
地理_LKL_418
視憑_LWK_215
歷史_THL_615

通識

6A_ACY_515
6B_CYN_518
6C_MWY_415
6D_HYY_615

X1

生物_ACY_415
物理_NCT_615
旅待_PWY_518
資通_CKW1_204
經濟_HPL_515

S6
English Language

SBA

6AB1_CYY_404
6AB2_MOL_405
6AB3_TCTG_406
6CD1_CWY1_407
6CD2_LSY_408
6CD3_LMY_410

X1

生物_ACY_415
物理_NCT_615
旅待_PWY_518
資通_CKW1_204
經濟_HPL_515

通識

6A_ACY_515
6B_CYN_518
6C_MWY_415
6D_HYY_615

化學_LCK_618
中史_CYS_515
企財_TYY_518
地理_LKL_418
視憑_LWK_215
歷史_THL_615

數學

6A_CMH_515
6B_FYC_518
6C_CWS_415
6D_NKF_615

X2

化學_LCK_618
中史_CYS_515
企財_TYY_518
地理_LKL_418
視憑_LWK_215
歷史_THL_615

小息

X1

生物_ACY_415
物理_NCT_615
旅待_PWY_518
資通_CKW1_204
經濟_HPL_515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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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 可道中學  

聖誕假期補課安排 (2017-2018) 

中六級 

日期 班別 時間 科目 負責老師 地點 

23/12/2017 (六) S6 

09:00-12:00 生物 區智恩老師 415 

10:00-12:30 經濟 康保齡老師 605 

09:00-13:00 視藝* 劉偉強老師 215 

27/12/2017 (三) S6 09:00-17:00 視藝* 劉偉強老師 215 

28/12/2017 (四) 

S6D 09:00-12:00 數學 倪國輝老師 605 

S6 

13:00-16:00 資通# 鄭國威老師 204 

13:00-16:00 旅款 鮑詠儀老師 604 

09:00-17:00 視藝* 劉偉強老師 215 

29/12/2017(五) S6 

09:00-12:00 化學# 林志強老師 618 

09:00-17:00 視藝* 劉偉強老師 215 

30/12/2017(六) S6 

09:00-12:00 化學# 林志強老師 618 

09:00-13:00 視藝* 劉偉強老師 215 

02/01/2018(二) 

 

 

 

 

 

 

 

S6 

10:00-12:00 通識 

6A 蔡詩雅老師 

6B 陳月娥老師 

6C 麥泳欣老師 

6D 何恩瑜老師 

禮堂 

13:00-16:00 資通# 鄭國威老師 204 

13:00-17:00 視藝* 劉偉強老師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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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2018(三) 
S6 

09:00-12:00 英文 

6AB1 鄭玉茵老師 

6AB2 文愛玲老師 

6AB3 戴展堂老師 

6CD1 張弘宇老師 

6CD2 劉淑妍老師 

6CD3 李敏儀老師 

504 

505 

506 

605 

604 

606 

13:00-17:00 視藝* 劉偉強老師 215 

 

# 並非所有學生參與，名單將由科任老師個別通知學生。 

* 如該時段有其他科目補課，同學需先完成該科目的補課，才到視藝室進行 SBA 校本評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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