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HO SHUN PRIMARY SCHOOL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通告第 194 號 
各位家長： 

下學期學期試/呈分試/畢業試、試後上課安排、六年級畢業禮事宜 

1. 下學期學期試/呈分試/畢業試：本校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十四、十七及

十八日進行本學年下學期一至四年級學期試、五年級呈分試及六年級畢業試，

敬請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學期試期間上課時間由上午八時十五分至十一時

三十分，敬請依時接送 貴子弟。特此通知，敬希垂注。 

課節 六月十三日(星期四) 六月十四日(星期五)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 六月十八日(星期二) 

08:15 - 08:40 班務處理 

08:40 - 09:55 
中文作文(60 分鐘) / 

溫習(六年級) 
英文科聆聽 /  
溫習(六年級) 

中文科聆聽 /  
溫習(六年級) 

普通話 聆聽(一至三年級) 
聆聽及語音知識(四至六年級)

09:55 - 10:15 小息 

10:15 - 11:30 中國語文(45 分鐘) 英國語文(55 分鐘) 數學(45 分鐘) 常識(45 分鐘) 

11:30 放學 

備註： 

 

1. 各科考試範圍見通告附件，而各科已有知識為必然考核範圍，不再另行列出。 
2. 時間表內未列出之科目學期試，將於學期試前後一周內，由科任老師安排進行。 
3. 如考試當日早上六時十五分仍懸掛八號風球或教育局因暴雨警告而宣佈停課，所有考試項目將順延

至下一個上課天舉行。 

2. 試後上課安排：由六月十九日（星期三）至七月十二日（星期五），上課時間為上午 8:15
至中午 12:00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請參照稍後有關增潤課之通告) ﹔七月十六日（星期二），

上課時間為上午七時五十五分至十一時十分。 

3. 六年級畢業禮之安排：七月十一日（星期四）為嗇色園屬轄小學聯校畢業禮，另七月十

五日（星期一）為本校畢業禮，六年級學生務必參與，如未能出席，請按正常程序請假，

以上兩天歡迎畢業生家長抽空出席，而一至五年級學生則不用回校上課。 

敬請 台端細閱本通告內容，並在回條上簽署，然後着 貴子弟於二零一九年

五月十七日（星期五）或之前把回條交回班主任存案。 
 

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朱遠球校長 謹啟 
註 1：如欲查詢有關本通告之內容，請致電 24248871 與本校陳育鳴副校長聯絡。 
註 2：此通告已上載至本校網頁之學校通告版面內供下載；本校網址為 http://www.hoshun.edu.hk。 

                                回   條                     交班主任存 

貴校通告第 194 號有關本學年下學期學期試 / 呈分試 / 畢業試、試後上課安排、

六年級畢業禮事宜奉悉。 

此覆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五月＿＿日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通告第 194 號 
「下學期學期試 / 呈分試 / 畢業試、試後上課安排、六年級畢業禮事宜」附件：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年級 中國語文科 英國語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一年級 

 課本及作業： 
一下第一冊(第 4,5,7,8 課)、
一下第二冊(第 10,12,13課) 
 補充：喜閱寫意(六)、長
(一)(6,7,10,11,12,16,17,18) 
 其他：寫作練習(四素句、
人動句、人感句、賀卡) 

 Textbook, 
Workbook(wbk) & 
Grammar(GR): 1B 
Ch.3-5 
 All Worksheets 

 課本： 
一下 A 冊(全冊)及
一下 B 冊(Ch.12-18) 
 作業：一下 A、B 冊(全冊) 
 補充：一下(Ch.12-18) 
 其他：已有知識 

帶直尺 

 課本及作業： 
第三冊(1-6 課)及
第四冊(第 5 課) 

二年級 

 課本及作業： 
二下第一冊(第 7,8 課)、及
二下第二冊(第 10,11,13,14 課) 
 補充：長(一)(Ex.12,15,16, 
17,18,23,24,27) 
 其他：寫作練習(單元一至五) 

 Textbook: 2B 
Ch.3-6(Ch.6 only vocabulary 
& Practice 1) 
 Workbook(wbk) & 
Grammar(GR): 2B 
Ch.3-6 
 All Worksheets

 課本及作業： 
二下 A、B 冊(全冊) 
 補充：二下(全部) 
 其他：已有知識 

帶直尺 

 課本及作業： 
第五冊(1-5 課)及
第六冊(1-4 課)  
 其他：所有工作紙

三年級 

 課本及作業： 
三下第一冊(第 1,4,8 課)、
三下第二冊(第 13,15 課)  
 補充：長河練習 
 其他：圖式三 

 Textbook: 3B 
Ch.3-6(Ch.6 only vocabulary)
 Workbook(wbk) & 
Grammar(GR): 3B 
Ch.3-6 
 All Worksheets 

 課本、作業及補充： 
三上 A、B 冊(全冊)
及三下(Ch.1-16) 
帶顏色筆、直尺 

 課本及作業： 
第四冊(第 5 課)、
第五冊(1-4 課) 

四年級 

 課本及作業： 
四下第一冊(第 4,5 課)、四
下第二冊(第 10,11 課)  
 補充：長河(一) 
 其他：圖式(二)、自學冊
及已有知識 

 Textbook: 4B 
(P.1-50)Ch.3-6(Ch.6 
only vocabulary & Practice 1)
 Workbook(wbk) & 
Grammar(GR): 4B 
Ch.3-6 
 All Worksheets 

 課本、作業及補充： 
四下 A(Ch.1-4,9,10) 
及四下 B 冊(全冊) 
帶顏色筆、直尺 

 課本及作業： 
第四冊(4-6 課)、
第五冊(2-6 課)及
第六冊(3-4 課)  

五年級 

 課本及作業： 
五下第一冊(單元七、八)及
五下第二冊(單元十一、十二) 
說明文教材：學習經驗、
生活經驗 
 補充：長河、分類練習 

 Textbook, 
Workbook(wbk) & 
Grammar(GR): 5B 
Ch.2-5 
 All Worksheets 

 課本及作業： 
五下 A 冊(Ch.1-10)及
五下 B 冊(Ch.11-18) 
 補充：五下(Ch.1-18) 
Ch.16 除外 
 其他：已有知識 

 課本及作業： 
第四冊(第 5 課)、
第五冊(1,4,5 課)及
第六冊(第 1 課) 
 所有工作紙 

六年級 

 課本及作業： 
六下第二冊(單元十、十二) 
 其他：自學冊默三至七、
自編教材：離別校園及已
有知識 

 Textbook, 
Workbook(wbk) & 
Grammar(GR): 6B 
Ch.2-5 
 All Worksheets 

 課本及作業： 
六上(Ch.1-16)、六下
(Ch.1-16) 
 補充：六上、六下 
 其他：五年級的已有
知識 

 課本及作業： 
第四冊(1,2,4 課)
及第六冊(1-4 課) 
 所有工作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