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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六年級下學期呈分試」及考試週放學時間事宜 
各位家長： 

六年級下學期呈分試將於 2017年 3月 16日至 3月 21日(星期四至星期二)舉行，是次成績將

呈報教育局作升中派位用途，請督促 貴子女用功溫習。資訊科技科、體育科、音樂科及中英文科

口試會提前於六至七週進行。在考試前一天及考試期間，即 3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六年級學生

提早於 11:00放學，放學後請家長督促子女盡快回家溫習，努力爭取良好表現。 

 

六年級下學期呈分試時間表 

 3月 16日 

(星期四) 

3月 17日 

(星期五) 

3月 20日 

(星期一) 

3月 21日 

(星期二) 

8:05 – 8:10 集隊 

8:10– 8:20 溫習 

8:20 – 9:30 中文(寫作) 
英文 

(R.W. Part2) 

英文(Listening) 普通話 

音樂 中文(聆聽) 

9:30 – 9:50 小息 

9:50 10:55 中文(閱讀) 
英文 

(R.W. Part1) 
數學 常識 

10:55– 11:00 準備放學 

 

附註：1. 學生必須帶備當天應考課本回校温習。 

2. 如因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考試將會順延舉行。       

      3. 請參閱背頁有關各科考試範圍及各科考試資料。                                                                  

                                                            _______張燕媚___________ 

                                                                  張燕媚校長 

二零一七年二月八日 

 

回  條 

張校長： 

   本人已收到粉嶺官立小學 2016/2017年度乙類通告第 128 號，有關「六年級下學期呈分試」

及考試週放學時間事宜，本人現已知悉，自當督促我的子女用功溫習。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  )班學生(    ) 

二零一七年二月_____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考試前一天及考試期間(15/3 – 21/3)，六年級學生提早於上午 11：00 放學，請選擇放學方法： 

* □ 自行放學     □ 家長接送     □乘搭校車     □乘搭保母車(自行聯絡) 

時間 科目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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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官立小學 

2016-2017年度六年級 

下學期期考範圍表 

 

  科目 範圍 

中 文 
六上單元四(10,12 課)，單元五(13 課)，單元六(16 課) 

六下單元一(1 課) 

英 文 6A Unit5-6，6B Unit2,4 

數 學 
6 上 A 冊(1-9 課), 6 上 B 冊(11-19 課) 

6 下 A 冊(1-5 課) 

常 識 
第 3 冊(1-6 課) 

第 6 冊(1-2 課) 

音樂 六下單元一、二及三 

普通話 第一至三課 

附註：1. 期考範圍將包括學生的已有知識及少量課外知識。 

2. 考試期間學生需帶備木顏色及尺子。 

3. 常識科包括時事題。



各科考試資料                                                    

科目 卷別 考核方法 考試時間 分額 總分 

中文 

 

卷一(閱讀) 考試日 50 分鐘 100 

200 

卷二(寫作) 考試日 55 分鐘 60 

卷三(聆聽) 考試日 20 分鐘 20 

說話(P.1-4,5 上) 平日評估(兩次)  20 

說話(P.5 下,P.6) 平日考試  20 

英文 

 

R&W( I ) 考試日 35 分鐘 80(P.1-6) 

200 
R&W( II ) 考試日 45 分鐘 60(P.1-2)/80(P.3-6) 

Listening 考試日 20 分鐘 30(P.1-2)/20(P.3-6) 

Speaking 平日考試  30(P.1-2)/20(P.3-6) 

數學 考試日 45 分鐘 200 200 

常識 考試日 45 分鐘 100 100 

德育 --- --- --- --- 

普通話 聆聽及語音知識

P.4-6(筆試) 

考試日(筆試) 

說話(平日考試) 

30 分鐘 筆試 40 分 

口試 60 分 
100 

(等第) 
 

P.1-3(口試) 平日考試   

音樂 平日考試(P.1-4,5 上)+進評 等第 --- 

考試日(P.5 下,P.6) 20 分鐘 

筆試 40%、牧童笛 30%、

唱歌 30% 

100(5 分遞進) 

100 

視藝 平日作品取平均分 等第 --- 

P.5 下,P.6 100(5 分遞進) 100 

體育 平日考試、進展性評估、總

結性評估(各有兩個項目) 

等第 
--- 

資訊科技 平日考試 進展性：40 

總結性：60    

100 

(等第) 

注意事項: 

1.缺席：缺席一天或兩天的學生，回校後由教務主任安排補考。缺席三天或以上，不作補

考。若學生缺考一天或兩天，但試後缺席兩天或以上，將不安排補考。因病缺考的

學生必須有醫生證明文件及於手冊請假。如有個別特殊情況，則交由校長酌情處理。 
 

2.插班生：因呈分試及中、港兩地的學習內容不同，五年級、六年級上課日不足 30 天的新

移民插班生不需參加考試。如有個別特殊情況，則交由校長酌情處理。 
 

3.全部試卷用鉛筆作答。考試日應帶備足夠的文具：鉛筆、橡皮、尺子、數學科用具(如圓

規、三角尺)及木顏色等。 
 

4.簡體字以 1986 由國家語言文字工作者委員會出版的《簡體字簡表》為標準。 

5.學生應誠實不欺。作答時如有作弊，一經證實，將被取消考試資格及扣操行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