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           通告 112A/2014/錦 
                關於上學期期考考試日期、科目及時間事宜 

敬啟者：本校將於2015年1月2日至2015年1月19日舉行2014至2015年度上學期術科及學科期考，考試科目 
及時間如下： 
甲、 考試科目： 
  (I) 一至五年級：中、英、數、常、音樂、體育、視藝、電腦、普通話(體育實科已於平日課堂考核完成) 
  (II) 六年級: 中、英、數、常、體育、電腦、普通話(體育實科已於平日課堂考核完成) 
乙、 考試時間表(一至三年級)： 
  (I) 1 月 2 日至 1 月 12 日: 音樂實科、電腦實科、普通話、中文及英文說話考試(隨堂進行) 
  (II) 1 月 13 日至 1 月 19 日考試安排: 

        日期 
     科目 
時間 

1月13日 
(星期二) 

1月14日 
(星期三) 

1月15日 
(星期四) 

1月16日 
(星期五) 

1月19日 
(星期一) 

8:00-8:25am 溫習 

8:25-9:10am 
中文 

(8:20 開考) 英文 數學 常識 

9:10-9:25am 小息 
9:25-9:50am 溫習 

視藝 

小息 
(9:45-10:00 am)9:50-10:35am 

中作 
(9:45 開考) 

英文閱讀 
及寫作 

普話筆試 
及 

中文聆聽 

英文聆聽 
及 

音樂筆試 
電腦筆試 

10:40/10:45 am 排隊 / 放學 
丙、 考試注事事項： 
      1. 期考學生抵校時間：8:00am;  放學時間：10:45am 
      2. 如學生因病未能回校應試，家長需致電校務處 (7:30am-10:30am)為學生請假，並後補回 
        醫生證明信，校方將再安排補考事宜  
      3. 若學生因事而需缺席考試，必須於最少3天前向校方以書面申請 (突發事件除外)，若有證明，     
        需遞交副本供校方存檔；待校方審批後，將安排學生補考 
      4. 無故缺席者，不會安排補考; 遲到的學生，將不予補時 
      5. 補考日期由1月14日至1月20日止 (須於復課當天補考) 
      6. 缺考學生如未能於此段期內補考，成績表上將顯示「缺考」，分數將不計算在總成績內， 
        亦不會為學生排列名次 
      7. 學生必須帶齊所需的考試用具。考試期間不得向同學借用任何物品。在視藝考試中，學生必須 
        帶備及使用油粉彩(一至三年級)作畫，否則分數將被扣減。 
      8. 考試期內，任何試題內容必須保密，所有補考學生不得向同學查問試題內容，若學校發現 
        任何學生違反此項規定(泄露或查問試題內容)，學校將考慮取消學生的考試成績 
      9. 若在考試期內，教育局宣佈停課，則所有考試科目將依次序順延至復課第一天進行 
      10. 請家長參閱校車公司發出的考試返放學時間表 
丁、 其他資料：期考溫習範圍(附頁) 
     敬請   台端注意考試期間回校及放學時間，並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及依時回校參加考試為盼。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2014年12月16日 



二零一四至二零一五年度    上學期    一至三年級期考溫習範圍 
科目 年級 / 範圍 一 年 級 二 年 級 三年級 

課本及作業 一冊(1-4, 6, 8, 9, 11, 13)課 
二冊(1, 2, 4-7, 10, 11, 13)課

一冊(1-3, 6-9, 12, 14, 15)課 
二冊(1-3, 6, 8, 9, 11, 12,  

14, 15)課 

一冊(1, 4, 5, 7, 8, 10, 12,  
     15, 16)課 
二冊(1-3, 5, 6, 9, 10, 12)課中文 

其他 有關課業及工作紙 有關課業及工作紙 有關課業及工作紙 

Textbook Book A Ch.(1-5) 
Book B Ch.1 Ch. (1-6) Ch. (1-6) 

Workbook Book A p.1-20 
Book B p.1-4 p.1-28 p.1-28 

Grammar Book A p.1-20 
Book B p.1-4 p.1-30 p.1-28 

Reading Book A p.1-20 
Book B p.1-4 p.1-24 p.1-24 

英文 

Others 

 All worksheets 
 Writing 
 PLP RW Booklet: 

  My Friend Oscar 
 Bring colour pencils 

 All worksheets 
 Writing worksheets 
 PLP RW Booklet: 
- The Science Museum 
- At the Beach 

 All worksheets 
 Writing worksheets 
 PLP RW Booklet: 
- Mouse to Mouse 
- Cool Kids 

課本及習作 (1-25)課 (1-23)課 (1-23)課 
數學 

工作紙 有關工作紙 有關工作紙、帶直尺 帶直尺及三角尺 

課本及作業 第一冊(1-8)課 
第二冊(1-5)課 

第一冊(1-5)課 
第二冊(1-6)課 
第三冊(1-4)課 

第一冊(1-4)課 
第二冊(1-7)課 
第三冊(1-4)課 常識 

其他 學習冊(1, 2) --- 天文筆記 

實科考試(唱歌) 
(不用背譜) 

吃壽司、 

做布甸 

載歌載舞、 

閱讀多樂趣 

共舞、 

蛇舞 

木笛實科考試 

（不用背譜） 
--- --- 雞公車 音樂 

筆試(聆聽、樂理

及創作) 
單元(1-8) 

音樂筆記 
單元(1-7) 單元(1-7) 

電腦 筆試 (1-7)課 (1-7)課 (1-8)課 

普通話 筆試 (1-8)課 (1-8)課 (1-8)課 

備註: 
1. 除指定考試範圍外，亦會考核已有知識          2. 常識科除指定範圍外，亦包括課外知識及時事題 
3. 英文說話考試考核形式包括Reading Aloud(篇章朗讀) 及Express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與老師對答) 
4. 一年級有讀卷安排 
----------------------------- ------------------------------------------------------------------------------------------------------ 
                                          回    條                       通告112A/2014/錦 
敬覆者：本人已獲悉 貴校【有關上學期期考考試日期、科目及時間事宜】通告內容，並自當督促 
敝子弟勤加溫習。 
         此覆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校長 
                                                 (       )年級(      )班學生(             ) 
2014年12月       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          通告 112B/2014/錦 
                   關於上學期期考考試日期、科目及時間事宜 
敬啟者：本校將於2015年1月2日至2015年1月19日舉行2014至2015年度上學期術科及學科期考，考試科目 
及時間如下： 
甲、 考試科目： 
  (I) 一至五年級：中、英、數、常、音樂、體育、視藝、電腦、普通話(體育實科已於平日課堂考核完成) 
  (II) 六年級: 中、英、數、常、體育、電腦、普通話(體育實科已於平日課堂考核完成) 
乙、 考試時間表(四年級)： 
  (I) 1 月 2 日至 1 月 12 日: 音樂實科、電腦實科、普通話、中文及英文說話考試(隨堂進行) 
  (II) 1 月 13 日至 1 月 19 日考試安排: 

        日期 
     科目 
時間 

1月13日 
(星期二) 

1月14日 
(星期三) 

1月15日 
(星期四) 

1月16日 
(星期五) 

1月19日 
(星期一) 

8:00-8:25am 溫習 

8:25-9:10am 
中文 

(8:20 開考) 英文 數學 常識 

9:10-9:25am 小息 
9:25-9:50am 溫習 

視藝 

小息 
(9:45-10:00 am)

電腦筆試 9:50-10:35am 
中作 

(9:45 開考) 
英文閱讀 
及寫作 

普話筆試 
及 

中文聆聽 

英文聆聽 
及 

音樂筆試 

體育筆試 
10:40/10:45 am 排隊 / 放學 

丙、 考試注事事項： 
      1. 期考學生抵校時間：8:00am;  放學時間：10:45am 
      2. 如學生因病未能回校應試，家長需致電校務處 (7:30am-10:30am)為學生請假，並後補回 
        醫生證明信，校方將再安排補考事宜  
      3. 若學生因事而需缺席考試，必須於最少3天前向校方以書面申請 (突發事件除外) ，若有證明，    
        需遞交副本供校方存檔；待校方審批後，將安排學生補考 
      4. 無故缺席者，不會安排補考; 遲到的學生，將不予補時 
      5. 補考日期由1月14日至1月20日止(須於復課當天補考) 
      6. 缺考學生如未能於此段期內補考，成績表上將顯示「缺考」，分數將不計算在總成績內， 
        亦不會為學生排列名次 
      7. 學生必須帶齊所需的考試用具。考試期間不得向同學借用任何物品。在視藝考試中，學生 
        必須帶備及使用廣告彩(四至五年級)作畫，否則分數將被扣減。 
      8. 考試期內，任何試題內容必須保密，所有補考學生不得向同學查問試題內容，若學校發現 
        任何學生違反此項規定(泄露或查問試題內容)，學校將考慮取消學生的考試成績 
      9. 若在考試期內，教育局宣佈停課，則所有考試科目將依次序順延至復課第一天進行 
      10. 請家長參閱校車公司發出的考試返放學時間表 
 
 
 
 
 



丁、 其他資料：期考溫習範圍                                                  
科目 年級 / 範圍 四年 級 

課本及作業 一冊( 1-3, 5, 6, 8-10, 13)課 
二冊(1-4, 6, 9, 11, 13, 14)課 中文 

其他 有關課業及工作紙 

Textbook Ch. (1-7) 

Workbook p.1-32 

Grammar p.1-32 

Reading p.1-28 

英文 

Others  All worksheets    Writing worksheets 

課本及習作 (1-16, 18-22)課 
數學 

工作紙 有關工作紙、帶直尺 

課本及作業 
第一冊(1-4)課 
第二冊(1-6)課 
第三冊(1-4)課 常識 

其他 天文筆記 

實科考試(唱歌)(不用背譜) 多耕種 

實科考試(木笛)(不用背譜) 音樂堂 音樂 

筆試(聆聽、樂理及創作) 單元(1-7)及創作練習 

電腦 筆試 (1-8)課 

普通話 筆試 (1-7)課 

體育 筆試 體育常識冊及體育時事 

備註:1. 除指定考試範圍外，亦會考核已有知識      2. 常識科除指定範圍外，亦包括課外知識及時事題 
3. 英文說話考試考核形式包括Reading Aloud(篇章朗讀) 及Express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與老師對答) 
      
     敬請   台端注意考試期間回校及放學時間，並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及依時回校參加考試為盼。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2014年12月16日 
----------------------------- ------------------------------------------------------------------------------------------------------ 
                                          回    條                        通告112B/2014/錦 
敬覆者：本人已獲悉 貴校【有關上學期期考考試日期、科目及時間事宜】通告內容，並自當督促 
敝子弟勤加溫習。 
 
         此覆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校長 
                                                 (       )年級(      )班學生(             ) 

2014年12月       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         通告 112C/2014/錦 
                   關於上學期期考考試日期、科目及時間事宜 
敬啟者：本校將於2015年1月2日至2015年1月19日舉行2014至2015年度上學期術科及學科期考，考試科目 
及時間如下： 
甲、 考試科目： 
  (I) 一至五年級：中、英、數、常、音樂、體育、視藝、電腦、普通話(體育實科已於平日課堂考核完成) 
  (II) 六年級: 中、英、數、常、體育、電腦、普通話(體育實科已於平日課堂考核完成) 
乙、 考試時間表(五年級)： 
  (I) 1 月 2 日至 1 月 12 日: 音樂實科、電腦實科、普通話、中文及英文說話考試(隨堂進行) 
  (II) 1 月 13 日至 1 月 19 日考試安排: 

        日期 
     科目 
時間 

1月13日 
(星期二) 

1月14日 
(星期三) 

1月15日 
(星期四) 

1月16日 
(星期五) 

1月19日 
(星期一) 

8:00-8:15am 溫習 

8:15-9:10am 中文 英文 
(8:25 開考) 數學 常識 

(8:25 開考) 
9:10-9:25am 小息 

視藝 

9:25-9:40am 溫習 
小息 

(9:45-10:00 am)

電腦筆試 9:40-10:35am 中作 英文閱讀 
及寫作 

普話筆試 
及 

中文聆聽 

英文聆聽 
及 

音樂筆試 

體育筆試 
10:40/10:45 am 排隊 / 放學 

丙、 考試注事事項： 
      1. 期考學生抵校時間：8:00am;  放學時間：10:45am 
      2. 如學生因病未能回校應試，家長需致電校務處 (7:30am-10:30am)為學生請假，並後補回 
        醫生證明信，校方將再安排補考事宜  
      3. 若學生因事而需缺席考試，必須於最少3天前向校方以書面申請 (突發事件除外) ，若有證明，    
        需遞交副本供校方存檔；待校方審批後，將安排學生補考 
      4. 無故缺席者，不會安排補考; 遲到的學生，將不予補時 
      5. 補考日期由1月14日至1月20日止(須於復課當天補考) 
      6. 缺考學生如未能於此段期內補考，成績表上將顯示「缺考」，分數將不計算在總成績內， 
        亦不會為學生排列名次 
      7. 學生必須帶齊所需的考試用具。考試期間不得向同學借用任何物品。在視藝考試中，學生 
        必須帶備及使用廣告彩(四至五年級)作畫，分數將被扣減。 
      8. 考試期內，任何試題內容必須保密，所有補考學生不得向同學查問試題內容，若學校發現 
        任何學生違反此項規定(泄露或查問試題內容)，學校將考慮取消學生的考試成績 
      9. 若在考試期內，教育局宣佈停課，則所有考試科目將依次序順延至復課第一天進行 
      10. 請家長參閱校車公司發出的考試返放學時間表 
 
 
 
 
 

 



丁、 其他資料: 期考溫習範圍  

 科目 年級 / 範圍 五 年 級 

課本及作業 
一冊(1, 2, 4, 5, 7, 8, 10)課 
二冊(1, 2, 4, 5, 8, 11, 13)課 中文 

其他 有關課業及工作紙 
Textbook Ch. (1-7) 

Workbook p.1-32 

Grammar p.1-32 

Reading p.1-28 

英文 

Others    All worksheets    Writing worksheets 

課本及習作 (1-19)課 
數學 

工作紙 有關工作紙、帶直尺 

常識 課本及作業 
第一冊(1-4)課 
第二冊(1-5)課 
第三冊(1-6)課 

實科考試(唱歌) 
紅河谷、 

愛心可以做橋樑 

實科考試(木笛) Old McDonald had a farm 
音樂 

筆試 (聆聽、樂理及創作) 單元(1-8)及中樂單元(拉、吹) 

電腦 筆試 (1-8)課 

普通話 筆試 (1-8)課 

體育 筆試 體育常識冊及體育時事 
備註: 1. 除指定考試範圍外，亦會考核已有知識   2. 常識科除指定範圍外，亦包括課外知識及時事題 
  3. 英文說話考試考核形式包括Reading Aloud(篇章朗讀)及Express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s(與老師對答) 
    
    敬請   台端注意考試期間回校及放學時間，並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及依時回校參加考試為盼。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2014年12月16日 
------------------------------------------ ------------------------------------------------------------------------------------------------------ 
                                          回    條                           通告112C/2014/錦 
敬覆者：本人已獲悉 貴校【有關上學期期考考試日期、科目及時間事宜】通告內容。 
          
     此覆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校長 

                                                          (       )年級(      )班學生(            ) 

 
2014年12月          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        通告 112D/2014/錦 
                   關於上學期期考考試日期、科目及時間事宜 
敬啟者：本校將於2015年1月2日至2015年1月19日舉行2014至2015年度上學期術科及學科期考，考試科目 
及時間如下： 
甲、 考試科目： 
  (I) 一至五年級：中、英、數、常、音樂、體育、視藝、電腦、普通話(體育實科已於平日課堂考核完成) 
  (II) 六年級: 中、英、數、常、體育、電腦、普通話(體育實科已於平日課堂考核完成) 
乙、 考試時間表(六年級)： 
  (I) 1 月 2 日至 1 月 12 日: 電腦實科、普通話說話考試(隨堂進行) 
  (II) 1月13日至1月19日考試安排: 

        日期 
     科目 
時間 

1月13日 
(星期二) 

1月14日 
(星期三) 

1月15日 
(星期四) 

1月16日 
(星期五) 

1月19日 
(星期一) 

8:00-8:15am 溫習 

8:15-9:10am 中文 英文 數學 常識 
(8:25 開考) 

體育筆試 
及 

英文培訓 

9:10-9:25am 小息 

9:25-10:35am 
溫習 

(帶備英文課本) 
溫習 

(帶備數學課本)

普話筆試 
/ 

溫習 
(帶備常識課本)

中文培訓 
電腦筆試 

及 數學培訓 

10:40/10:45 am 排隊 / 放學 
丙、 考試注事事項： 
      1. 期考學生抵校時間：8:00am;  放學時間：10:45am 
      2. 如學生因病未能回校應試，家長需致電校務處 (7:30am-10:30am)為學生請假，並後補回 
        醫生證明信，校方將再安排補考事宜  
      3. 若學生因事而需缺席考試，必須於最少3天前向校方以書面申請 (突發事件除外) ，若有證明，    
        需遞交副本供校方存檔；待校方審批後，將安排學生補考 
      4. 無故缺席者，不會安排補考; 遲到的學生，將不予補時 
      5. 補考日期由1月14日至1月20日止(須於復課當天補考) 
      6. 缺考學生如未能於此段期內補考，成績表上將顯示「缺考」，分數將不計算在總成績內， 
        亦不會為學生排列名次 
      7. 學生必須帶齊所需的考試用具。考試期間不得向同學借用任何物品。 
      8. 考試期內，任何試題內容必須保密，所有補考學生不得向同學查問試題內容，若學校發現 
        任何學生違反此項規定(泄露或查問試題內容)，學校將考慮取消學生的考試成績 
      9. 若在考試期內，教育局宣佈停課，則所有考試科目將依次序順延至復課第一天進行 
      10. 請家長參閱校車公司發出的考試返放學時間表 
 
 
 
 
 
 
 

轉後頁  



丁、 其他資料：期考溫習範圍 

科目 年級 / 範圍 六 年 級 

課本及作業 
一冊(1, 2, 4, 6, 9, 10, 12, 13)課 
二冊(1, 2, 4, 7, 8, 10, 13, 14)課 中文 

其他 有關課業及工作紙 

Textbook Ch. (1-7) 

Workbook p.1-32 

Grammar p.1-32 

Reading p.1-28 

英文 

Others 
 All worksheets 
 Writing worksheets 
 Short Writing worksheets 

課本及習作 (1-7, 9-17, 21)課 
數學 

工作紙 帶直尺 

常識 課本及作業 
第一冊(1-5)課 
第二冊(1-5)課 
第三冊(1-6)課 

電腦 筆試 (1-7)課 

普通話 筆試 (1-8)課 

體育 筆試 體育常識冊及體育時事 

       備註: 1. 除指定考試範圍外，亦會考核已有知識                   
                2. 常識科除指定範圍外，亦包括課外知識及時事題    
     
    敬請   台端注意考試期間回校及放學時間，並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及依時回校參加考試為盼。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2014年12月16日 
 
 
------------------------------------------ ------------------------------------------------------------------------------------------------------ 
                                          回    條                         通告112D/2014/錦 
敬覆者：本人已獲悉 貴校【有關上學期期考考試日期、科目及時間事宜】通告內容。 
         此覆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校長 

                                                          (       )年級(      )班學生(             ) 

 
2014年12月        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