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6A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一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第一次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 

 

敬啟者： 

        本年度第一次考試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及三十日，一連三天舉行，今

特函    貴家長，並附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於後，敬希留意，並請加緊督促  貴子弟溫習，以

期在考試中取得更佳成績。 

        又在考試期間，將依時間表內所列的時間上課及下課，敬請依時接送  貴子弟上、下課。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 
============================================================================ 

【2020-2021 年度   第一次考試     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8:00-8:25 早會及班主任課 

1 
8:25-8:35 準備 

8:35-9:35 中文(卷一)(60 分鐘) 英文(卷一) (60 分鐘) 數學(卷一) (60 分鐘) 

 9:35-09:55 準備 

2 9:55-10:50 中文(卷二) (50 分鐘) 英文(卷二) (45 分鐘) 常識(40 分鐘) 

 10:50-11:05 11:00 祈禱 及 放學 11:00 祈禱 及 放學 小息 

 11:05-11:20 

  

返回課室及準備 

3 11:20-11:50 數學(卷二) (30 分鐘) 

 11:50-12:00 祈禱 及 放學 

 
附註： 

1. 中文科聆聽考試將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進行。 

2. 學生應穿著整齊的校服，依時回校應考。 

3. 考試日上課時間為上午七時五十五分，第一、二天放學時間為上午十一時正；第三天放學時間為 中午十二時正，

校車服務將會照常，校車服務將會照常，家長如需接送子弟者，敬請留意。 

4.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考試將順延一天進行，例如：原定 25/11(三)進行中文考試，則順延至 26/11(四)進行中文考

試；原定 30/11(一)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則順延至 1/12(二)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放學時間將依照以上

時間表 (即中午十二時正)。 

5. 補考須知： 

 凡因病缺席考試，必須出示醫生証明文件。其於考卷中所得分數，將以 90%計算。 

 凡無合理原因缺席考試，學生將不會獲得進行補考的機會，該科成績將不獲計算。 

 

一年級各科考試範圍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1. 課本及作業 

      1 上 2 冊第 8、10 

      課 

2. 喜悅寫意： 

喜工 (1) P.1-14 

喜評(1) P.1-3 

3. 寫作工作紙(一)(二) 

4. 校本教材(全本) 

5. 溫工(全本) 

Book 1A 

Getting started (p.1-p.5) 

+Unit 3, Unit 1, Unit 2 

1. Student’s Book 1A 

2. Workbook 1A 

3. Worksheets:  

- Writing Task 

4. Exercise Book 

(Getting started+U3, 

U1, U2) 

5. Formative Assessment 

6. Previous Knowledge 

1A 冊(第 1-10 課) 

1B 冊(第 11-12 課) 
課本、作業、工作紙

及思維訓練冊: 

1 冊第 1-5 課 

 

 



20086B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二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第一次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 

 

敬啟者： 

        本年度第一次考試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及三十日，一連三天舉行，今

特函    貴家長，並附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於後，敬希留意，並請加緊督促  貴子弟溫習，以

期在考試中取得更佳成績。 

        又在考試期間，將依時間表內所列的時間上課及下課，敬請依時接送  貴子弟上、下課。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 
============================================================================ 

【2020-2021 年度   第一次考試     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8:00-8:25 早會及班主任課 

1 
8:25-8:35 準備 

8:35-9:35 中文(卷一)(60 分鐘) 英文(卷一) (60 分鐘) 數學(卷一) (60 分鐘) 

 9:35-09:55 準備 

2 9:55-10:50 中文(卷二) (50 分鐘) 英文(卷二) (45 分鐘) 常識(40 分鐘) 

 10:50-11:05 11:00 祈禱 及 放學 11:00 祈禱 及 放學 小息 

 11:05-11:20 

  

返回課室及準備 

3 11:20-11:50 數學(卷二) (30 分鐘) 

 11:50-12:00 祈禱 及 放學 

 

附註： 

1. 中文科聆聽考試將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進行。 

2. 學生應穿著整齊的校服，依時回校應考。 

3. 考試日上課時間為上午七時五十五分，第一、二天放學時間為上午十一時正；第三天放學時間為 中午十二時正，

校車服務將會照常，校車服務將會照常，家長如需接送子弟者，敬請留意。 

4.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考試將順延一天進行，例如：原定 25/11(三)進行中文考試，則順延至 26/11(四)進行中文考

試；原定 30/11(一)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則順延至 1/12(二)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放學時間將依照以上

時間表 (即中午十二時正)。 

5. 補考須知： 

 凡因病缺席考試，必須出示醫生証明文件。其於考卷中所得分數，將以 90%計算。 

 凡無合理原因缺席考試，學生將不會獲得進行補考的機會，該科成績將不獲計算。 

 

二年級各科考試範圍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1. 課本及作業 

2 上 1 冊第 1-4 課 

2. 喜悅寫意： 

喜工(一)P.1-7 

3. 作文： 

一年級(十四、十

五、十六)   

二年級(一、二) 

Book 2A (Unit 1-4) 

1. Student’s Book 2A 

2. Workbook 2A 

3. Exercise Book (U1, 

U2, U3) 

4. Worksheets: 

- Writing Task 

- Revision 

worksheet 

5. Formative 

Assessment 

6. Previous Knowledge 

2A 冊(第 1-9 課) 

2B 冊(第 10-13 課) 

 

已有知識： 

星期和日期及平面圖

形 

課本、作業、工作紙及

思維訓練冊: 

1 冊第 1-6 課 

 



 20086C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三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第一次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 

 

敬啟者： 

        本年度第一次考試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及三十日，一連三天舉行，今

特函    貴家長，並附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於後，敬希留意，並請加緊督促  貴子弟溫習，以

期在考試中取得更佳成績。 

        又在考試期間，將依時間表內所列的時間上課及下課，敬請依時接送  貴子弟上、下課。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 
============================================================================ 

【2020-2021 年度   第一次考試     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8:00-8:25 早會及班主任課 

1 
8:25-8:35 準備 

8:35-9:35 中文(卷一)(60 分鐘) 英文(卷一) (60 分鐘) 數學(卷一) (60 分鐘) 

 9:35-09:55 準備 

2 9:55-10:50 中文(卷二) (50 分鐘) 英文(卷二) (45 分鐘) 常識(40 分鐘) 

 10:50-11:05 11:00 祈禱 及 放學 11:00 祈禱 及 放學 小息 

 11:05-11:20 

  

返回課室及準備 

3 11:20-11:50 數學(卷二) (30 分鐘) 

 11:50-12:00 祈禱 及 放學 

 

附註： 

1. 中文科聆聽考試將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進行。 

2. 學生應穿著整齊的校服，依時回校應考。 

3. 三至六年級的實時導修課將在 24/11(二)開始暫停，直至 8/12(二)恢復實時導修課。 

4. 考試日上課時間為上午七時五十五分，第一、二天放學時間為上午十一時正；第三天放學時間為 中午十二時正，

校車服務將會照常，校車服務將會照常，家長如需接送子弟者，敬請留意。 

5.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考試將順延一天進行，例如：原定 25/11(三)進行中文考試，則順延至 26/11(四)進行中文考

試；原定 30/11(一)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則順延至 1/12(二)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放學時間將依照以上

時間表 (即中午十二時正)。 

6. 補考須知： 

 凡因病缺席考試，必須出示醫生証明文件。其於考卷中所得分數，將以 90%計算。 

 凡無合理原因缺席考試，學生將不會獲得進行補考的機會，該科成績將不獲計算。 

 

三年級各科考試範圍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1. 課本及作業 

2. 3 上 1 冊第 1、2、4

課                                                       

3. 3 上 1 冊第 5 課 (語

文知識)                                               

 

 

Book 3A (Unit 1-3) 

1. Student’s Book 3A 

2. Workbook 3A 

3. Exercise Book (U1, 

U2, U3) 

4. Worksheets: 

- Writing Task 

5. Formative 

Assessment 

6. Previous 

Knowledge 

3A 冊(第 1-10 課) 

3B 冊(第 11 課)  

 

已有知識： 

除法、加與減、天、

年月日、立體圖形、

四邊形、方向、垂直

線、銳角和鈍角、長

度的認識、象形圖 

 

課本、作業及思維工作

紙: 

1 冊第 1-4 課 

2 冊第 1-2 課 

 

 

 



 20086D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四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第一次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 

 

敬啟者： 

        本年度第一次考試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及三十日，一連三天舉行，今

特函    貴家長，並附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於後，敬希留意，並請加緊督促  貴子弟溫習，以

期在考試中取得更佳成績。 

        又在考試期間，將依時間表內所列的時間上課及下課，敬請依時接送  貴子弟上、下課。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 
============================================================================ 

【2020-2021 年度   第一次考試     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8:00-8:25 早會及班主任課 

1 
8:25-8:35 準備 

8:35-9:35 中文(卷一)(60 分鐘) 英文(卷一) (60 分鐘) 數學(卷一) (60 分鐘) 

 9:35-09:55 準備 

2 9:55-10:50 中文(卷二) (50 分鐘) 英文(卷二) (45 分鐘) 常識(40 分鐘) 

 10:50-11:05 11:00 祈禱 及 放學 11:00 祈禱 及 放學 小息 

 11:05-11:20 

  

返回課室及準備 

3 11:20-11:50 數學(卷二) (30 分鐘) 

 11:50-12:00 祈禱 及 放學 

 

附註： 

1. 中文科聆聽考試將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進行。 

2. 學生應穿著整齊的校服，依時回校應考。 

3. 三至六年級的實時導修課將在 24/11(二)開始暫停，直至 8/12(二)恢復實時導修課。 

4. 考試日上課時間為上午七時五十五分，第一、二天放學時間為上午十一時正；第三天放學時間為 中午十二時正，

校車服務將會照常，校車服務將會照常，家長如需接送子弟者，敬請留意。 

5.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考試將順延一天進行，例如：原定 25/11(三)進行中文考試，則順延至 26/11(四)進行中文考

試；原定 30/11(一)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則順延至 1/12(二)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放學時間將依照以上

時間表 (即中午十二時正)。 

6. 補考須知： 

 凡因病缺席考試，必須出示醫生証明文件。其於考卷中所得分數，將以 90%計算。 

 凡無合理原因缺席考試，學生將不會獲得進行補考的機會，該科成績將不獲計算。 

 

四年級各科考試範圍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課本及作業 

4 上 1 冊第 1-3 課 

 

 

 

Book 4A (Unit 1-3) 

1. Student’s Book 4A 

2. Workbook 4A 

3. Exercise Book (U1, 

U2, U3) 

4.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 (U1+2) 

5. Worksheets: 

- Writing Task 

6. Formative Assessment 

7. Previous Knowledge 

4A 冊(第 1-8 課) 

 

已有知識： 

乘加減混合(P3)、除法

(P3)、容量(P3)、分數

(P3)、12 和 24 小時報

時制(P3)、角(P3)、三

角形(P3) 

課本、作業、思維訓

練冊及工作紙: 

 

1 冊第 1-4 課 

3 冊第 1 課 

 

 



20086E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五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第一次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 

 

敬啟者： 

        本年度第一次考試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及三十日，一連三天舉行，今

特函    貴家長，並附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於後，敬希留意，並請加緊督促  貴子弟溫習，以

期在考試中取得更佳成績。 

        又在考試期間，將依時間表內所列的時間上課及下課，敬請依時接送  貴子弟上、下課。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 
============================================================================ 

【2020-2021 年度   第一次考試     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8:00-8:25 早會及班主任課 

1 
8:25-8:35 準備 

8:35-9:35 中文(卷一)(60 分鐘) 英文(卷一) (60 分鐘) 數學(卷一) (60 分鐘) 

 9:35-09:55 準備 

2 9:55-10:50 中文(卷二) (55 分鐘) 英文(卷二) (45 分鐘) 常識(40 分鐘) 

 10:50-11:05 11:00 祈禱 及 放學 11:00 祈禱 及 放學 小息 

 11:05-11:20 

  

返回課室及準備 

3 11:20-11:50 數學(卷二) (30 分鐘) 

 11:50-12:00 祈禱 及 放學 

 
附註： 

1. 中文科聆聽考試將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進行。 

2. 學生應穿著整齊的校服，依時回校應考。 

3. 三至六年級的實時導修課將在 24/11(二)開始暫停，直至 8/12(二)恢復實時導修課。 

4. 考試日上課時間為上午七時五十五分，第一、二天放學時間為上午十一時正；第三天放學時間為 中午十二時正，

校車服務將會照常，校車服務將會照常，家長如需接送子弟者，敬請留意。 

5.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考試將順延一天進行，例如：原定 25/11(三)進行中文考試，則順延至 26/11(四)進行中文考

試；原定 30/11(一)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則順延至 1/12(二)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放學時間將依照以上

時間表 (即中午十二時正)。 

6. 補考須知： 

 凡因病缺席考試，必須出示醫生証明文件。其於考卷中所得分數，將以 90%計算。 

 凡無合理原因缺席考試，學生將不會獲得進行補考的機會，該科成績將不獲計算。 

 

 五年級各科考試範圍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課本及作業 

5 上 1 冊第 1、3、6、

7 課 

 

 

Book 5A (Unit 1-4) 

1. Student’s Book 5A 

2. Workbook 5A 

3. Exercise Book   

 (U1, U2, U3+4) 

4. The booklet ‘The 

Happy Prince’  

5. Worksheets 

- Writing Task 

6. Formative Assessment 

7. Previous Knowledge 

5 上 A 冊(第 1-9 課) 

  

已有知識： 

四則混合、因數和倍

數、小數、分數大小

的比較、矩形的面積

和周界、時間、對稱 

課本及作業 

1 冊第 1-4 課 

2 冊第 1-2 課 

 



 20086F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六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第一次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 

 

敬啟者： 

        本年度第一次考試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及三十日，一連三天舉行，今

特函    貴家長，並附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試範圍於後，敬希留意，並請加緊督促  貴子弟溫習，以

期在考試中取得更佳成績。 

        又在考試期間，將依時間表內所列的時間上課及下課，敬請依時接送  貴子弟上、下課。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 
============================================================================ 

【2020-2021 年度   第一次考試     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8:00-8:25 早會及班主任課 

1 
8:25-8:35 準備 

8:35-9:35 中文(卷一)(60 分鐘) 英文(卷一) (60 分鐘) 數學(卷一) (60 分鐘) 

 9:35-09:55 準備 

2 9:55-10:50 中文(卷二) (55 分鐘) 英文(卷二) (45 分鐘) 常識(40 分鐘) 

 10:50-11:05 11:00 祈禱 及 放學 11:00 祈禱 及 放學 小息 

 11:05-11:20 

  

返回課室及準備 

3 11:20-11:50 數學(卷二) (30 分鐘) 

 11:50-12:00 祈禱 及 放學 

 
附註： 

1. 中文科聆聽考試將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進行。 

2. 學生應穿著整齊的校服，依時回校應考。 

3. 三至六年級的實時導修課將在 24/11(二)開始暫停，直至 8/12(二)恢復實時導修課。 

4. 考試日上課時間為上午七時五十五分，第一、二天放學時間為上午十一時正；第三天放學時間為 中午十二時正，

校車服務將會照常，校車服務將會照常，家長如需接送子弟者，敬請留意。 

5.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考試將順延一天進行，例如：原定 25/11(三)進行中文考試，則順延至 26/11(四)進行中文考

試；原定 30/11(一)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則順延至 1/12(二)進行數學科及常識科考試。放學時間將依照以上

時間表 (即中午十二時正)。 

6. 缺考呈分試學生將跟據教育局學位分配組建議處理。 

  

 

六年級各科考試範圍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課本及作業 

6 上 1 冊第 3 課 

6 上 2 冊第 8、9 課 

 

Book 6A (Unit 1-4) 

1. Student’s Book 

6A 

2. Workbook 6A 

3. Exercise Book 

(U1, U2, U3+U4) 

4. Worksheets: 

- Writing Task 

5. Formative 

Assessment 

6. Previous 

Knowledge 

5 下 B 冊(第 11-20 課) 

6 上 A 冊(第 1-3 課)  

 

已有知識： 

小數乘法、 

小數加減混合、 

 多位數、近似值、分

數加減及乘法、面

積、象形圖、代數符

號、簡易方程、立體

圖形 

課本、作業學習日

誌及思維工作紙: 

1 冊第 1-5 課 

2 冊第 1 課 

 

 

1. 五下冊單

元(2-5) 

2. 音樂溫習

工作紙筆

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