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致 小三至小五全體家長 【此乃電子通告，蓋有校印之回條已同步派發給學生，敬請   貴家長於 10月 11日或之前簽署並交回班主任老師】 

日期：2016年 10月 6日(四) 

 

一. 第一段考試 

1. 考試日期、科目及安排：(考試期間，上午放假) 

考試日期 10月 31日(一) 11月 1日(二) 11月 2日(三) 11月 3日(四) 11月 4日(五) 

接送校門 
上課—連勝馬路 169號門口(校門於集隊前 15分鐘才開啟) 

下課—羅若翰神父街門口 

時間 下午 2:00~4:55 下午 2:00~3:30 

科目 

小三 英文~英作 中文 中作 數學 常識 

小四 中文~中作 英文 英作 常識 數學 

小五 中文~中作 英文 英作 常識 數學 

 

2. 考試範圍： 

科目 小三 小四 小五 

中文 

小學三年級語文課本(第一段) 

第 1至 10課 

第一段補充：成語、諺語 

舊有知識： 小二下 13. 魯班造傘 

                  16. 醜小鴨 

小學四年級語文課本(第一段) 

第 1至 10課 

第一段補充：成語、諺語 

舊有知識： 小三下 5. 師生情 

                  8. 中獎那天 

小學五年級語文課本(第一段) 

第 1至 10課 

第一段補充：成語、三字經 

舊有知識： 小四下 17. 尊嚴 

英文 

Reader： The Princess and the Pea 

(p.2-21) 

ELM: 1. Verb Table (1-15) 

 2. Prepositions (1-12) 

 3. Simple Present Tense 

 4. Punctuations 

EU: Unit 1-2 

Former Knowledge： 

1. Possessive adjectives (P2 SLM) 

2. Things at home (EU U6 L1) 
 

Reader： The Town Mouse and the 

Country Mouse (p.2-21) 

ELM: 1. Verb Table (1-15) 

2. Prepositions (1-20) 

3.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EU: Unit 1-2 

Former Knowledge： 

1. Object Pronouns (P3 SLM) 

2. Was / were (P3 SLM) 
 

Reader： The Twelve Dancing 

Princesses (p.2-21) 

ELM: 1. Verb Table (1-20) 

2. Prepositions (1-20) 

3. Simple Past Tense 

4. Agreement 

5. Reflexive pronouns 

EU: Unit 1-2 

Former Knowledge： 

1.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P4 1st Term SLM) 

2. Proper nouns (P4 3rd Term SLM) 

數學 

一. 時分秒 

二. 萬以內的加法和減法(一) 

三. 測量 

四. 萬以內的加法和減法(二) 

五. 倍的認識 

舊有知識：  

小二上冊 七. 認識時間 

小二下冊 八. 克和千克 

一. 大數的認識  

二. 公頃和平方千米 

三. 角的度量 

四. 三位數乘兩位數 

舊有知識： 

小三下冊 四. 兩位數乘兩位數 

小三下冊 七. 小數的初步認識 

一. 小數乘法 

二. 位置 

三. 小數除法 

四. 可能性 

補充：觀察物件 

圖形運動 

舊有知識：  

小四下冊 五. 三角形          

常識 

第 1至 6課 

自編教材：澳門世遺的歷史及地點 

歷史人物：林則徐 

時事摘要：一至三 

舊有知識：  

二下 第 14課 熱的傳導 

二下 第 21課 中國早期的歷史 

第 1至 7課 

歷史人物：李時珍 

時事摘要：一至三 

舊有知識： 

三下 第 15課 治療疾病三下 第

22課 善用資源 

第 1至 7課 

歷史人物：杏林子 

時事摘要：一至三 

舊有知識： 

四下 第 8課 昔日的澳門 

四下 第 12課 地球的表面 

 

轉下頁 

 

 

 

 

 

 

 



接上頁 

二.  2016~2017年度小學週年旅行 

舉行日期：2016年 10月 15日(星期六) 

具體安排： 

班級 旅行地點 集合時間及地點 解散時間及地點 

小三 路環石排灣郊野公園 

自然教育徑 

上午 9:40/本校 下午 2:25/本校 

小四 上午 9:40/本校 下午 2:10/本校 

小五 
黑沙水庫公園 

黑沙水庫健康徑 
上午 8:20/本校 下午 1:05/本校 

備註： 1. 請同學自備食物、飲品及穿著本校指定便服。 

2. 活動當天均使用連勝馬路門口上學及放學。 

3. 請填妥所附之回條，並於 10月 11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 

 

三.  拍攝學生校服照 

本校已委託龍影攝影沖印公司來校為同學拍攝學生照，各班拍攝時間及相片規格如下： 

日期 時段 拍照對象 注意事項 

10月 20日(四) 

上午 
小三乙 

拍攝地點：本校禮堂 

服    飾：穿著夏季校服裙/本校便服 

相片規格：藍底、相片背面有膠貼； 

拍照時務請注意儀容端莊、髮型整潔，面帶笑容，

保持聖心學生應有之形象；否則可能要重拍。 

相片數量及費用：1吋六張 (MOP25) 

             ※拍照時把費用直接交給攝影公司負責人 

小三丙 

下午 

小三甲 

小三丁 

小五丁 

10月 21日(五) 
上午 

小四乙 

小四丙 

小四丁 

小五乙 

小五丙 

下午 
小四甲 

小五甲 

備註：同學可以選擇到其他攝影公司拍照，但請按上述之要求，最遲於 10月 21日將照片(連電腦資料)交班

主任。 
 

 

 

~本通告完，共兩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