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A 班班班班 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5號– 3A課室  16-31號– 5A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A 班班班班 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5號– 3A課室  16-31號– 5A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B 班班班班 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5號– 3B課室  16-29號– 5B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B 班班班班 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5號– 3B課室  16-29號– 5B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C 班班班班 呈呈呈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分試考試時間表分試考試時間表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5號– 3C課室  16-30號– 5C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C 班班班班 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5號– 3C課室  16-30號– 5C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D 班班班班 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7號– 3D課室  18-34號– 5D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D 班班班班 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7號– 3D課室  18-34號– 5D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E 班班班班 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7號– 3E課室  18-33號– 5E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2008-2009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5E 班班班班 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呈分試考試時間表 

時間 7/7(二) 8/7(三) 9/7(四) 

08:30 - 09:30 數學 英文 常識 

09:30 - 09:50 小息 

09:50 - 10:45  英聆 中話/普話普話普話普話* 中聆 

10:45 - 11:05 小息 

11:05 - 12:00 普筆 英話 音筆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考試地點: 1-17號– 3E課室  18-33號– 5E課室 

� *普話是新增考核的科目。 

� 請於 8/7(三)自備課本或圖書，以便等候考「說話」時閱讀。 

� 學生必須出示當天的體溫記錄，如有發燒或不適，請致電校務處請假。 

� 若學生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學校將安排補考，但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 所有考卷將於下學年 9月，由科任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訂正，並解釋錯處，

不派回家。(詳情請參閱早前已派發通告 C08-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