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年度第 55 號通告 
有關一至六年級上學期期考事宜 

 
逕啟者：本校一至六年級上學期期考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四）至十八日（星期二）舉 
行，現將有關事宜詳列如下，請各位家長留意： 

一）2018－2019年度一至六年級上學期期考時間表： 

時間 級別 13/12（星期四） 14/12（星期五） 17/12（星期一） 18/12（星期二） 

8:00-8:25 早  會  及  班  主  任  課 

 P.1-P.2 溫習／普通話口試 

8:25-9:35 P.3-P.5 
溫習／普通話口試 

 P.6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9:35-9:50 小        息 
 P.1-P.2 中文 

9:50-11:00 P.3-P.5 中文命題作文 
英文 中文聆聽、音樂 LIST、普通話 

 P.6 升中面試技巧課 

二）2018－2019年度上學期一至六年級期考各科考試範圍表請參閱附件。 

三）考試期間，學生上課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一時，請各位家長依時接送 貴子弟。並請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以爭取良好成績。 

四）考試期間及考試前一天（12/12）功課輔導班將暫停。 

※10/12、11/12及19/12功課輔導班照常上課。 

 

此致 

各 位 家 長 

                                校長：韋淑貞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
.....................................…………………………………………………………................................................. 

回  條 

逕覆者：本人已知悉2018－2019年度一至六年級上學期期考事宜，本人將督促敝子弟勤加溫習，以爭 

取良好成績。 

  此覆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班別：   

                         日  期：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日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一年級上學期期考範圍表 

 
科目 期考範圍 

中文 一上二冊（課業 9－14）、語文練習（P.2－36） 

英文 Book 1－7 & Previous knowledge 

LIST. Book 1－7 & Previous knowledge 

數學 1 上 A 冊（第 1－9 課）、1 上 B 冊（第 10－17 課）及已有知識 

常識 第一冊（第 1－6 課） 

音樂 單元一至五及已有知識 

普通話 一上（第 1－6 課）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二年級上學期期考範圍表 

 

科目 期考範圍 

中文 二上二冊（課業 13）、二下一冊（課業 1－4） 

寫工（1、2）、語文練習（P.7－9、21、22、28、29） 

英文 Book 1－6 & Previous knowledge 

LIST. Book 1－6 & Previous knowledge 

數學 2 上 A 冊（第 1－11 課）、2 上 B 冊（第 12－18 課）及已有知識 

常識 第一冊（第 1－5 課）、第二冊（第 1、2、6 課） 

音樂 單元一至四及已有知識 

普通話 聲母、韻母及拼音知識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三年級上學期期考範圍表 

 
科目 期考範圍 

中文 三上二冊（課業 9－10）、三下一冊（課業 1－3）、工（1－15） 

英文 BOOK 1－ 5 & Previous knowledge 

LIST. Unit 1－5 & Previous knowledge 

數學 3 上 A 冊（第 1－9 課）、3 上 B 冊（第 10－15 課）及已有知識 

常識 第二冊（第 3－7 課） 

音樂 單元一至四及已有知識 

普通話 全部拼音知識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四年級上學期期考範圍表 

 

科目 期考範圍 

中文 四上二冊（課業 13－14）、四下一冊（課業 1－4）、成語（單元二） 

英文 4A（Unit 1－5） & Previous knowledge  

LIST. Unit 1－5 & Previous knowledge 

數學 4 上 A 冊（第 1－11 課）、4 上 B 冊（第 12－14、17、21、22 課） 

及已有知識 

常識 第二冊（第 1－3 課）、第三冊（第 1－4 課） 

音樂 單元一至四及已有知識 

普通話 全部拼音知識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五年級上學期期考範圍表 

 
科目 期考範圍 

中文 五上二冊（課業 13－14）、五下一冊（課業 1－3） 

成語（單元二） 

英文 5A（Unit 1－5）& Previous knowledge 

LIST. Unit 1－5 & Previous knowledge 

數學 5 上 A 冊（第 1－10 課）、5 上 B 冊（第 14－19 課）及已有知識 

常識 第三冊（第 1－6 課） 

音樂 單元一至四及已有知識 

普通話 全部拼音知識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六年級上學期期考範圍表 

 

科目 期考範圍 

中文 六上二冊（課業 11－12）、六下一冊（課業 1－3）、成語（單元二） 

英文 6A（Unit 1－5）& Previous knowledge 

數學 6 上 A 冊（第 1－10 課）、6 上 B 冊（第 11、15－19 課）及 

已有知識 

常識 第二冊（第 1 課）、第三冊（第 1－6 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