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學校通告                        2015/16  第 41號 

敬啟者：本年度考試一訂於 2015年 10 月 22日至 10 月 27 日舉行。

請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使能獲得理想之成績。並請簽妥回條於十月

二日交回班主任。 

此致  

一至六年級學生 貴家長 

                 校務處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考試時間表 

時   間 10 月 22日 

(星期四) 

10 月 23日 

(星期五) 

10 月 26日 

(星期一) 

10 月 27日 

(星期二) 

8:00 – 8:20 班主任課  班主任課  班主任課  班主任課  

8:20 – 9:20 中  文 英  文 常  識 數  學 

9:20 – 9:35 小  息 小  息 小  息 小  息 

9:35 – 10:35 中文作文 英作/英書   中聆聽/中書 英聆聽 

10:40 放  學 放  學 放  學 放  學 

註： 

1. 中默、英默、會話、體育、音樂及普通話各科考試提前舉行，視藝

科之成績是根據平時作品平均考核。 

2. 敬請留意上、下課時間，依時接送 貴子弟。 

3. 倘遇天氣惡劣（例如颱風或暴雨），當教育局在電台公佈所有學校

停課時，該天考試將順延一天舉行。 

4. 考試期間褓姆車照常服務，褓姆車公司將另行通知學生候車時間。 

5. 中學學位分配是根據學生五年級學期試，六年級考試一及考試三，

輸入電腦編序派位。六年級本次考試之成績將呈報教育局，請家長

訓喻 貴子弟用心溫習。 

．．．．．．．．．．．．．．．．．．．．．．．．．．．．．．． 

回條 

敬覆者：本人知悉貴校第 41 號有關考試一通告內文及考試範圍。 

此覆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班  別：          

二零一五年  月  日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2015-2016年度 第一次考試 各科溫習範圍 
 

科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中文 課本 

一上第一冊 

第 1,2,3,4,5,6,7,9,10 課 

課本 

二上第一冊 

第1,3,4,6,7,8課 

課本 

三上第一冊 

第1,3,4,6,7,8,10課 

成語(1-4劃) 

 

課本 

四上第一冊 

第1,2,3,4,6,7,8,10課 

成語(1-5劃) 

 

課本 

五上第一冊第1,2,4-8課 

成語(1-4劃) 

課本 

六上第1冊第1,2,4,7,8課, 

成語(1至7劃) 

中默 詞語：一上第一冊 

課文字詞(默寫範圍表) 

第(1-7)課 

 

詞語：二上第一冊 

第(7,8)課 

課文：讀默二上第一冊 

      第(1,4)課 

*見範圍紙 

詞語:三上第1冊 

第1,4,6,8課 

課文：三上第1冊 

第1,6課 

*見範圍紙  

詞語：四上第 l 冊 

第 1,2,4,7 課 

課後詞語(認讀+書寫) 

課文：四上第 1 冊 

第 1,7 課  

詞語:五上第 1 冊 

(第 1,2,5,6 課) 

課後詞語(認讀+書寫) 

課文：五上第 1 冊 

(第1,5課) 

詞語：六上第1冊 

第1,2,4,7課 

課後詞語(認讀+書寫) 

課文：六上第1冊 

第1,4課(讀默) 

中説 認字︰一上第1冊第1-7課 

看圖說故事 

認字︰二上第一冊第

1,4,7,8課 

看圖說故事  

看圖說話 看圖說故事 看圖說故事 口頭報告 

書法 帶鉛筆 帶鉛筆 帶鉛筆 帶鉛筆 帶藍色原子筆 帶藍色原子筆 

英文 Textbk1A Getting started 

and Chapters 1-3  

 

Textbk2A Chapters 1-3 Textbk3A Chapters 1-3 

 

Textbk4A Chapters 1-3 Textbk5A Chapters 1-3 Textbk6A Chapters 1-3 

英默 Dict Revision Sheet Dict Revision Sheet Dict Revision Sheet Textbk 4A pp.10,11 Textbk 5A pp.10,11,14 Textbk 6A pp.10,11 

英話 Reading Aloud  

朗讀篇章及問答 

Reading Aloud  

朗讀篇章及問答 

Reading Aloud  

朗讀篇章及問答 

Reading Aloud  

朗讀篇章及問答 

Reading Aloud  

朗讀篇章及問答 

Reading Aloud  

朗讀篇章及問答 

英書法 鉛筆正楷 鉛筆正楷 鉛筆正楷 鉛筆草書 鉛筆草書 帶藍原子筆(草書) 

(頁一)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2015-2016年度 第一次考試 各科溫習範圍 

科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數學 課本1下A冊P.1至P.58 

及已有知識 

帶直尺 

課本2A冊P.1至P.39 

及已有知識 

帶直尺 及 木顏色 

課本 3 上 A 冊 P.1 至

P.60 及已有知識 

 

課本4A冊P.3至P.44 

及已有知識 

帶直尺 

課本5上A冊第(1-8)課、

作業(1-8)課 

及已有知識 

課本6上A冊P.3至P.48 

及已有知識  

 

常識 課本第一 冊第(1-6)課 

 

課本第一冊第(1-5)課 

課本第二冊第(1-2)課 

課本第一冊第(1-4)課 

課本第二冊第(1-2)課 

 

課本第一冊第(1-4)課 

課本第二冊第(1-3)課 

 

課本第一冊第(1-4)課 

課本第二冊第(1-2)課 

 

課本第一冊第(1)課 

課本第二冊第(1-5)課 

普通話 課文 : 一上 第 1- 2 課 

 

課文二上第 1-2課 

及已有知識 

三上課 1-2 及己有知識 口試：四上第 1-2 課 

及已有知識 

課文五上第 1-2課 

及已有知識 

 

口試：六上（1－3）課

及已有知識 

音樂 筆試：課文一上冊 

第2-21頁 

唱：頁18《學跳舞》 

筆試：課文二上冊 

第2-23頁 

唱：頁8《寶寶甜睡》 

筆試：課文三上冊 

第2-15、46頁 

唱：頁9《小白菜》 

筆試：課文四上冊 

第2-21頁 

唱：頁4《歌聲音韻滿路

途》 

筆試：課文五上冊 

第2-21頁 

唱：頁8《鱒魚》 

筆試：六上冊（1-3 課） 

p.2-19，p.49 及

已有知識 

牧童笛：p.54 Ex.2 

 

 

1. 中文默書日期：2015年10月13日(星期二) 

 

2. 英文默書日期：2015年10月15日(星期四) 

3. 中文說話將於第7周開始考試 4. 英文說話將於第7周開始考試 

5. 普通話於第7周開始考試 6. 四至六年級學生可選用正楷或草書作答英文科考試。 

(英文書法考試除外) 

 (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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