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36A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 年度    一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延長農曆新年假期學生學習安排〕第四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四月二十日，因此學校將採取以下的安排，讓學生

能善用餘暇，學校將根據課程內容，編定網上學習內容。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以

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請向班主任說明原因，有關安排至三月三十日。   

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二十三日回校領取紙本功

課(內容節錄自網上學習材料，部分未能轉化為紙本的內容則未能印發。如沒特別需要，家長

不需特意回校領取紙本)。 

        第三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已於三月十六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 

第五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三十一日發放，請家

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四階段學習安排詳情臚列如下： 

 

一、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網址：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登入方法：請以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小校園」的登入名稱及密碼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 1：筆畫、筆順 

評估 5：形容詞 

評估 10：顏色詞 

評估 15：疑問句 

評估 19：句子理解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https://4d.pan-lloyds.com/ 

1. P.1 Assessment 1: 

Adjectives (1) 

2. P.1 Assessment 12: Articles 

3. P.1 Assessment 13: 

Demonstrative pronouns (2) 

4. P.1 Assessment 14: 

Determiners (2)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練習 

(11) 100 以內的數 
 

 

二、校本網上教學資源 (由科任教師設計)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下載。下列內容為網上溫習材料，未能轉化為紙

本派發。學生完成網上練習後，可即時查看結果。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Au8WXPBCayzGvcENA 

認識句號、逗號和問號的用法和

寫法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forms.gle/Au8WXPBCayzGvcENA


英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Xu7Ruot6dCeaRCn99 

1A U5 – A Pet for Princess Pam 

(Part 1)  

(Use of 'this', 'that', 'these' and 

'those')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5uQkYe4DmV29fQu76 

1A U5 – A Pet for Princess Pam 

(Part 1) 

(Use of 'is', 'am' and 'are') 

 

 
Google Form 

https://youtu.be/cwZO7x4DtpA 
P.1 Phonics review  

數學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wGFnQR5nxYzzEp92A 
課題：加法  

常識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vnWVr2PZjr1SxPFe9 
認識香港公園的設施  

 

三、網上學習活動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登入。如需登入名稱及密碼，可參考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

Pqn7nEZyWMSnNGY6qFaR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以白紙手寫作

答，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喜閱寫意 閱讀流暢度 (學校篇)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2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 21 至 50 

2. 51 至 100 

 

常識 
1. e-Smart 2.0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反轉教室練習 

1) 誰的洗手方法正確? 

2) 遊香港動植物公園 

 

註:登入>互動系統>反轉教室> 

於限期內回成上列練習 

 

https://forms.gle/Xu7Ruot6dCeaRCn99
https://forms.gle/5uQkYe4DmV29fQu76
https://youtu.be/cwZO7x4DtpA
https://forms.gle/wGFnQR5nxYzzEp92A
https://forms.gle/vnWVr2PZjr1SxPFe9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常識 2. 預習課本第 4 冊第 2-3 課 

預習課本: 

(1) 第 4 冊第 2 課公園裡的設

施 

學習重點:  

a. 公園裡有哪些設施? 

b. 公園裡有哪些規則要遵守? 

 

(2) 第 4 冊第 3 課到公園學習 

學習重點:  

a. 我們可以用哪些感官來找出

事物的特性? 

b. 公園裡有哪些是生物?  

有哪些是非生物? 

(試填寫第 2-3 課各空格及小

總結部份。)  

 

音樂 

新小學音樂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

oil_music 

(學生園地 > 學習加油站 > 音樂挑戰站) 

音樂挑戰站 

一上(一)、一上(二) 
 

 

巴洛克樂期 (1600~1750) 

巴洛克樂期音樂家 

巴哈 Bach, Johann Sebastian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

oser/bach.html 

聆聽巴哈其中出名的作品: 

布蘭登堡協奏曲 

 

體育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

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聖經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1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閱讀「當年 GUBBIO 都是這

樣！」，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

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2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閱讀「人心膽喪怕兇狼」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3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閱讀「方濟出馬」，並跟短片

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4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閱讀「終於見面了！」，並跟

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四、E 悅讀 / 其他閱讀資源 

如需登入：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學生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內的電子書後，可完成三星獎或以上的中文 或 英文廣泛閱讀報告及閱 

讀記錄。(即由星獎冊 P.18 開始)**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 大象的腳印  

2. 年獸霹靂啪啦：現代版中國  

    節日童話 

 3. 小熊米米和他的粟米狗  

英文 

星島電子報(Goodies)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登入名稱：edu200538             

密碼：9h2d5clk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Benchmark Universe (網上英語圖書)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登入名稱：salesian            

密碼：salesian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數學 
E 悅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角柱」家族開派對 

2.  Q 小子勇戰數學大魔王 
 

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電子書推介—《Q 小子

生活筆記》 

https://qrgo.page.link/uajyN  

圖書館已把《Q 小子生活筆

記》及《校園小偵探 01》兩本

電子書放入學生教城書櫃內，

鼓勵學生下載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積極參與學生獎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如同學已於 E 悅讀學校計劃內閱

讀 10 本電子書或以上，便可透過

提供連結，完成閱讀分享。待圖

書館主任批核後，便可於復課後

獲得證書及禮物，以茲鼓勵。 
 

 
OPAC 2.0 圖書館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同學可閱讀 OPAC 2.0 內的電子資

源。 
 

 
香港公共圖書館—十五分鐘的約會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十五分鐘的約會」旨在向讀者

推介不同文章，並養成每日閱讀

十五分鐘的習慣，隨時隨地享受

閱讀時光。同學只需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間登入活動網頁，完成

閱讀目標便可獲得紀念品一份。 

 

親子 

閱讀 

香港兒童文學研究學會—疫情下的親 

子閱讀：以繪本幫助孩子抒發情緒(一) 

https://qrgo.page.link/KffVt  

鼓勵家長觀看，一同學習親子共

讀。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 

如復課日期有更改，將以教育局最新安排作準。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區 志 成  謹啟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qrgo.page.link/uajyN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https://qrgo.page.link/KffVt


19236B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 年度    二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延長農曆新年假期學生學習安排〕第四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四月二十日，因此學校將採取以下的安排，讓學生

能善用餘暇，學校將根據課程內容，編定網上學習內容。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以

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請向班主任說明原因，有關安排至三月三十日。   

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二十三日回校領取紙本功

課(內容節錄自網上學習材料，部分未能轉化為紙本的內容則未能印發。如沒特別需要，家長

不需特意回校領取紙本)。 

        第三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已於三月十六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 

第五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三十一日發放，請家

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四階段學習安排詳情臚列如下： 

 

一、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網址：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登入方法：請以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小校園」的登入名稱及密碼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 3:名詞 

評估 4:動詞 

評估 8:助詞 

評估 12:直述句和複述句 

評估 14:感歎句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https://4d.pan-lloyds.com/ 

1. P.2 Assessment 12: 

Connective 

2. P.2 Assessment 20: Simple 

present tense (2)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練習 

(9) 乘法二 
 

 

 二、校本網上教學資源 (由科任教師設計)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下載。下列內容為網上溫習材料，未能轉化為紙

本派發。學生完成網上練習後，可即時查看結果。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ApVejitCag93PgJ96 
量詞  

英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zbFNjhNTNMp9pmvP9 

2A U6 – Meet my family 

(simple present tense)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forms.gle/ApVejitCag93PgJ96
https://forms.gle/zbFNjhNTNMp9pmvP9


英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4MPy4z5rDzM34eHq7 

2A U6 – Meet my family 

(Jobs) 
 

 https://youtu.be/JV4pUOzGFqU P.2 Phonics review  

數學 
Google Form 

1.https://forms.gle/j3nFBDuEqcPeMXxZ9 

課題： 

1. 四位數的概念 
 

 2.https://forms.gle/WmZdFHFEPdGf2Jd7A 
課題： 

2.   四位數的讀法 
 

常識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Qk6Tn8S1BRP38MgLA 
第四册單元(一) 我們的社區  

 

三、網上學習活動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登入。如需登入名稱及密碼，可參考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

Pqn7nEZyWMSnNGY6qFaR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以白紙手寫作

答，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喜閱寫意 閱讀流暢度 (學校篇)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3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 加法 

2. 減法 

 

常識 預習課本第 4 冊第 4-5 課 
預習課本第 4 冊第 4-5 課(試填

寫本課各小總結部份) 
 

 

e-Smart 2.0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1. 瀏覽每日最新新聞: 

註: e-smart2.0>學科網站>常識教育網(第三

版)>自主學習資源>新聞速遞>最新新聞 

 

2. 認識葵青區 

延伸活動 

註: e-smart2.0.> 互動系统>翻轉教室> 

延伸活動：社區互助見晴天 

1. 瀏覽每日最新新聞 

 

 

 

2 延伸活動：社區互助見晴天 

 

 

https://forms.gle/4MPy4z5rDzM34eHq7
https://youtu.be/JV4pUOzGFqU
https://forms.gle/j3nFBDuEqcPeMXxZ9
https://forms.gle/WmZdFHFEPdGf2Jd7A
https://forms.gle/Qk6Tn8S1BRP38MgLA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音樂 

新小學音樂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

oil_music 

(學生園地 > 學習加油站 > 音樂挑戰站) 

音樂挑戰站 

二上(一)、二上(二)  
 

 

巴洛克樂期 (1600~1750) 

巴洛克樂期音樂家 

巴哈 Bach, Johann Sebastian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

oser/bach.html 

聆聽巴哈其中出名的作品: 

布蘭登堡協奏曲 

 

體育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

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聖經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1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閱讀「當年 GUBBIO 都是這

樣！」，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

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2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閱讀「人心膽喪怕兇狼」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3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閱讀「方濟出馬」，並跟短片

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4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閱讀「終於見面了！」，並跟

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四、E 悅讀 / 其他閱讀資源 

如需登入：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學生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內的電子書後，可完成三星獎或以上的中文 或 英文廣泛閱讀報告及閱 

讀記錄。(即由星獎冊 P.18 開始)**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 小熊米米與出奇麵包店  

2. 女兒夢遊仙境  

3. 女兒是我的寶貝  

英文 

星島電子報(Goodies)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登入名稱：edu200538             

密碼：9h2d5clk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英文 
 Benchmark Universe (網上英語圖書)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登入名稱：salesian            

密碼：salesian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數學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 Q 小子勇戰數學大魔王 

2. 垂直線和平行線 

3. 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 3             

    平面、面積  

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電子書推介—《Q 小子

生活筆記》 

https://qrgo.page.link/uajyN  

圖書館已把《Q 小子生活筆

記》及《校園小偵探 01》兩本

電子書放入學生教城書櫃內，

鼓勵學生下載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積極參與學生獎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如同學已於 E 悅讀學校計劃內閱

讀 10 本電子書或以上，便可透過

提供連結，完成閱讀分享。待圖

書館主任批核後，便可於復課後

獲得證書及禮物，以茲鼓勵。 
 

 
OPAC 2.0 圖書館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同學可閱讀 OPAC 2.0 內的電子資

源。 
 

 
香港公共圖書館—十五分鐘的約會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十五分鐘的約會」旨在向讀者

推介不同文章，並養成每日閱讀

十五分鐘的習慣，隨時隨地享受

閱讀時光。同學只需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間登入活動網頁，完成

閱讀目標便可獲得紀念品一份。 

 

親子 

閱讀 

香港兒童文學研究學會—疫情下的親 

子閱讀：以繪本幫助孩子抒發情緒(一) 

https://qrgo.page.link/KffVt  

鼓勵家長觀看，一同學習親子共

讀。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 

 

如復課日期有更改，將以教育局最新安排作準。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區 志 成  謹啟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qrgo.page.link/uajyN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https://qrgo.page.link/KffVt


19236C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 年度    三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延長農曆新年假期學生學習安排〕第四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四月二十日，因此學校將採取以下的安排，讓學生

能善用餘暇，學校將根據課程內容，編定網上學習內容。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以

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請向班主任說明原因，有關安排至三月三十日。   

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二十三日回校領取紙本功

課(內容節錄自網上學習材料，部分未能轉化為紙本的內容則未能印發。如沒特別需要，家長

不需特意回校領取紙本)。 

        第三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已於三月十六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 

第五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三十一日發放，請家

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四階段學習安排詳情臚列如下： 

 

一、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網址：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登入方法：請以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小校園」的登入名稱及密碼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 1：錯別字 

評估 3：代詞 

評估 4：語氣詞 

評估 17：擬人 

評估 18：比喻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https://4d.pan-lloyds.com/ 

1. P.3 Assessment 10: Simple 

present tense 

2. P.3 Assessment 11: 

Adjectives (2) 

3. P.3 Assessment 16: 

Pronouns (2) 

4. P.3 Assessment 17: 

Punctuation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練習 

(8) 秒 

(9) 垂直線和平行線 

 

 

二、校本網上教學資源 (由科任教師設計)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下載。下列內容為網上溫習材料，未能轉化為紙

本派發。學生完成網上練習後，可即時查看結果。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dpAHuPEK1WgZR8VSA 
標點符號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forms.gle/dpAHuPEK1WgZR8VSA


英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vx2iJjfGhzXNrLdt6 

3B U5 – Now and Then 

(simple past tense) 
 

 https://youtu.be/VFBZzQFnzmw P.3 Phonics review  

數學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NtE1dN39jsCPfffm6 
課題：除法  

常識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2cLLvuPLBmz2Grhp6 

預習第 4 冊 第 3-課 

觀看影片及完成網上練習 

 

注意：天氣警告信號及其意思 

天氣預報對不同行業的重要性 

 

 

三、網上學習活動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登入。如需登入名稱及密碼，可參考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

Pqn7nEZyWMSnNGY6qFaR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以白紙手寫作

答，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科任老師將於復課後批改

學生寫作，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自由寫作 

題目： 

「我的抗疫小發明」 文字+圖畫 

/ 自訂題目(二選一) 

 (內容請見「自由寫作工作紙」)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2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 平行四邊形 

2. 垂直線 

 

常識 

e-Smart 

https://e-smart.ephhk.com/html/ 

練習 

login 後→互動系統→功課測驗. 

1. 第 4 冊 單元一 第 3 課 練習 

2. 第 4 冊 單元一 第 4 課 練習 
 

 

e-Smart 

https://e-smart.ephhk.com/html/ 

視訊資料 

login 後→學科網站→18 區自學遊 

1. 油尖旺區 

2. 九龍城區 

3. 黃大仙區  

音樂 

新小學音樂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

s/addoil_music 

(學生園地 > 學習加油站 > 音樂挑戰

站) 

音樂挑戰站 

三上(一)、三上(二) 

 

https://forms.gle/vx2iJjfGhzXNrLdt6
https://forms.gle/NtE1dN39jsCPfffm6
https://forms.gle/2cLLvuPLBmz2Grhp6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e-smart.ephhk.com/html/
https://e-smart.ephhk.com/html/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音樂 

巴洛克樂期 (1600~1750) 

巴洛克樂期音樂家 

巴哈 Bach, Johann Sebastian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

composer/bach.html 

聆聽巴哈其中出名的作品: 

布蘭登堡協奏曲 

 

體育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

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

haring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聖經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1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閱讀「當年 GUBBIO 都是這

樣！」，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2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閱讀「人心膽喪怕兇狼」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3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閱讀「方濟出馬」，並跟短片內

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4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閱讀「終於見面了！」，並跟短

片內容一起祈禱 
 

 

 

四、E 悅讀 / 其他閱讀資源 

如需登入：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學生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內的電子書後，可完成三星獎或以上的中文 或 英文廣泛閱讀報告及閱 

讀記錄。(即由星獎冊 P.18 開始)**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 十二生肖同樂會  

2. 字的形音義- 英雄小野狼  

3. 變走苦味的魔法  

英文 
星島電子報(Goodies)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登入名稱：edu200538             

密碼：9h2d5clk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英文 
 Benchmark Universe (網上英語圖書)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登入名稱：salesian            

密碼：salesian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數學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 5 

 

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電子書推介—《火柴人

日記 1》 

https://qrgo.page.link/VmWSn  

圖書館已把《火柴人日記 1》及

《火柴人日記 2》兩本電子書放

入學生教城書櫃內，鼓勵學生

下載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積極參與學生獎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如同學已於 E 悅讀學校計劃內閱

讀 10 本電子書或以上，便可透過

提供連結，完成閱讀分享。待圖

書館主任批核後，便可於復課後

獲得證書及禮物，以茲鼓勵。 
 

 
OPAC 2.0 圖書館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同學可閱讀 OPAC 2.0 內的電子資

源。 
 

 
香港公共圖書館—十五分鐘的約會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十五分鐘的約會」旨在向讀者

推介不同文章，並養成每日閱讀

十五分鐘的習慣，隨時隨地享受

閱讀時光。同學只需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間登入活動網頁，完成

閱讀目標便可獲得紀念品一份。 

 

親子 

閱讀 

香港兒童文學研究學會—疫情下的親 

子閱讀：以繪本幫助孩子抒發情緒(一) 

https://qrgo.page.link/KffVt  

鼓勵家長觀看，一同學習親子共

讀。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 

 

如復課日期有更改，將以教育局最新安排作準。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區 志 成  謹啟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qrgo.page.link/VmWSn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https://qrgo.page.link/KffVt


19236D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 年度    四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延長農曆新年假期學生學習安排〕第四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四月二十日，因此學校將採取以下的安排，讓學生

能善用餘暇，學校將根據課程內容，編定網上學習內容。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以

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請向班主任說明原因，有關安排至三月三十日。   

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二十三日回校領取紙本功

課(內容節錄自網上學習材料，部分未能轉化為紙本的內容則未能印發。如沒特別需要，家長

不需特意回校領取紙本)。 

        第三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已於三月十六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 

第五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三十一日發放，請家

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四階段學習安排詳情臚列如下： 

 

一、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網址：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登入方法：請以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小校園」的登入名稱及密碼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 5:歎詞 

評估 6:副詞 

評估 10:句子語氣 

評估 12:遞進複句 

評估 14:條件複句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https://4d.pan-lloyds.com/ 

1. P.4 Assessment 4: Gerunds 

2. P.4 Assessment 15: Nouns 

3. P.4 Assessment 16: 

Pronouns 

4. P.4 Assessment 18: 

Prepositions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練習 

(5) 乘法一 

(6) 乘法二 

 

 

二、校本網上教學資源 (由科任教師設計)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下載。下列內容為網上溫習材料，未能轉化為紙

本派發。學生完成網上練習後，可即時查看結果。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Google Form 

1.https://forms.gle/uYDrEJheZgj1mcnk7  
日記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forms.gle/uYDrEJheZgj1mcnk7


中文 
Google Form 

2.https://forms.gle/PLwKRvqziHw1iWjY8 
找段落大意  

英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EYdzgTjoqRtsYCTT7 

4A U2 – Same or different?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數學 
Google Form 

1. https://forms.gle/xvAfrZ4iN9v5dagLA 

課題: 

1. 四則混合計算 
 

 
Google Form 

2. https://forms.gle/SoBvTmfuyi6sbBuf9 

課題： 

2. 分數的認識 
 

常識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E8zRygpTGU1Q9Ehg8 

1.重溫課本 2 冊第 2 課 

 

2. 完成 Google Form 練習 

-水的特性-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8AMEuZMxKTbsU9J3A 

1.重溫課本 2 冊第 2 課 

 

2. 完成 Google Form 練習 

水的形態和水的循環 

 

體育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

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三、網上學習活動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登入。如需登入名稱及密碼，可參考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

Pqn7nEZyWMSnNGY6qFaR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以白紙手寫作

答，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科任老師將於復課後批改

學生寫作，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自由寫作 

題目： 

「我的抗疫小發明」 文字+圖畫

/ 自訂題目(二選一) 

(內容請見「自由寫作工作紙」)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2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 除法一 

2. 除法二 

 

https://forms.gle/PLwKRvqziHw1iWjY8
https://forms.gle/EYdzgTjoqRtsYCTT7
https://forms.gle/xvAfrZ4iN9v5dagLA
https://forms.gle/SoBvTmfuyi6sbBuf9
https://forms.gle/E8zRygpTGU1Q9Ehg8
https://forms.gle/8AMEuZMxKTbsU9J3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常識 
e-Smart 2.0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1. 重溫課本 2 冊第 3 課 

 

2. 登入 esmart2.0 完成: 

esmart2.0>翻轉教室>透視濾水

廠 

 

3. 登入 esmart2.0 完成: 

esmart2.0>功課測驗>第 2 冊單

元一第 3 課練習 

 

 

5 冊第 5 課日誌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JP1BF2dU1eX

vlLHjgh3jovkKh77TNFy/view?usp=sharing 

1.預習課本 5 冊第 5 課 

(試填寫課本中各小總結部份) 

 

2. 完成 5 冊第 5 課日誌工作紙  

(可自行列印工作紙或用白紙填

寫題目及答案，於復課後交回) 

 

 

ETV-水質污染和污水處理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65846611 

1. 瀏覽學習-觀看 ETV-水質污

染和污水處理 

 

2.預習課本 5 冊第 6 課(試填寫

課本中各小總結部份) 
 

音樂 

新小學音樂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

oil_music 

(學生園地 > 學習加油站 > 音樂挑戰站) 

音樂挑戰站 

四上(一)、四上(二) 
 

 

巴洛克樂期 (1600~1750) 

巴哈 Bach, Johann Sebastian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

oser/bach.html 

1.認識巴洛克樂期音樂家 

巴哈 Bach, Johann Sebastian 

 

 

2.聆聽巴哈其中出名的作品: 

布蘭登堡協奏曲 

 

體育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

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聖經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1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閱讀「當年 GUBBIO 都是這

樣！」，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

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2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閱讀「人心膽喪怕兇狼」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3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閱讀「方濟出馬」，並跟短片

內容一起祈禱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JP1BF2dU1eXvlLHjgh3jovkKh77TNFy/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JP1BF2dU1eXvlLHjgh3jovkKh77TNFy/view?usp=sharing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65846611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聖經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4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閱讀「終於見面了！」，並跟

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四、E 悅讀 / 其他閱讀資源 

如需登入：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學生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內的電子書後，可完成三星獎或以上的中文 或 英文廣泛閱讀報告及閱 

讀記錄。(即由星獎冊 P.18 開始)**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

  

1. 白雪公主前傳：好得無比 

2. 火龍家庭故事集  

3 .喵店長  

4. 天下第一龍  

5. 小喬的樹不見了  

6. 我係貓奴 2 貓奴同學會 

 

英文 
星島電子報(Goodies)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登入名稱：edu200538             

密碼：9h2d5clk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英文 
 Benchmark Universe (網上英語圖書)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登入名稱：salesian            

密碼：salesian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數學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1. 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分

數．小數．百分數 

2. 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加

減乘除 

3. 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平

面．面積 

 

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電子書推介—《火柴人

日記 1》 

https://qrgo.page.link/VmWSn  

圖書館已把《火柴人日記 1》及

《火柴人日記 2》兩本電子書放

入學生教城書櫃內，鼓勵學生

下載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積極參與學生獎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如同學已於 E 悅讀學校計劃內閱

讀 10 本電子書或以上，便可透過

提供連結，完成閱讀分享。待圖

書館主任批核後，便可於復課後

獲得證書及禮物，以茲鼓勵。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qrgo.page.link/VmWSn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OPAC 2.0 圖書館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同學可閱讀 OPAC 2.0 內的電子資

源。 
 

 
香港公共圖書館—十五分鐘的約會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十五分鐘的約會」旨在向讀者

推介不同文章，並養成每日閱讀

十五分鐘的習慣，隨時隨地享受

閱讀時光。同學只需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間登入活動網頁，完成

閱讀目標便可獲得紀念品一份。 

 

親子 

閱讀 

香港兒童文學研究學會—疫情下的親 

子閱讀：以繪本幫助孩子抒發情緒(一) 

https://qrgo.page.link/KffVt  

鼓勵家長觀看，一同學習親子共

讀。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 

 

如復課日期有更改，將以教育局最新安排作準。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區 志 成  謹啟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https://qrgo.page.link/KffVt


19236E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 年度    五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延長農曆新年假期學生學習安排〕第四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四月二十日，因此學校將採取以下的安排，讓學生

能善用餘暇，學校將根據課程內容，編定網上學習內容。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以

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請向班主任說明原因，有關安排至三月三十日。   

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二十三日回校領取紙本功

課(內容節錄自網上學習材料，部分未能轉化為紙本的內容則未能印發。如沒特別需要，家長

不需特意回校領取紙本)。 

        第三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已於三月十六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 

第五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三十一日發放，請家

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四階段學習安排詳情臚列如下： 

 

一、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網址：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登入方法：請以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小校園」的登入名稱及密碼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 1:錯別字 

評估 3:歎詞 

評估 13:選擇複句 

評估 15:多重複句 

評估 17:對比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https://4d.pan-lloyds.com/ 

1. P.5 Assessment 7: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2. P.5 Assessment 9: Relative 

pronouns 

3. P.5 Assessment 12: 

Connectives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練習 

(4) 平行四邊形、三角形和  

    梯形面積 

 

 

二、校本網上教學資源 (由科任教師設計)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下載。下列內容為網上溫習材料，未能轉化為紙

本派發。學生完成網上練習後，可即時查看結果。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DTKB9cA1MQNTjbSd9 
排比法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forms.gle/DTKB9cA1MQNTjbSd9


中文 https://youtu.be/JVIDzPjNU-w 說明文-如何把分說段寫好  

英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X7MLXbWbVRCQy9t37 

5A U5 – Have you done it yet?  

(Present Perfect Tense) 
 

數學 
Google Form 

1.https://forms.gle/hFC33aaVTjE76uiK8 

課題： 

1. 小數的認識 
 

 Google Form 
2. https://forms.gle/jW52A9s7oBcko8Mf7 

課題： 

2. 小數加法 
 

 Google Form 
3. https://forms.gle/HUoHaJik2EPPtqZTA 

課題： 

3. 小數連加法 
 

常識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AFuZr3yURuJdmbYV6 

或 

https://qrgo.page.link/xuxfK 

1. 溫習課本第5冊第2課  

 

2. 中國地理之人文與自然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KjM1uzpBEPjCdXCY9 

或 

https://qrgo.page.link/RyXWk 

1. 思維訓練 – 特徵列舉 

 

2. 中國的氣候特徵 

 

 

 

 

三、網上學習活動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登入。如需登入名稱及密碼，可參考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

Pqn7nEZyWMSnNGY6qFaR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以白紙手寫作

答，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科任老師將於復課後批改

學生寫作，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自由寫作 
題目：疫情下，令人感動的事/

自訂題目(二選一)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2 

 

https://youtu.be/JVIDzPjNU-w
https://forms.gle/X7MLXbWbVRCQy9t37
https://forms.gle/hFC33aaVTjE76uiK8
https://forms.gle/jW52A9s7oBcko8Mf7
https://forms.gle/HUoHaJik2EPPtqZTA
https://forms.gle/AFuZr3yURuJdmbYV6
https://qrgo.page.link/xuxfK
https://forms.gle/KjM1uzpBEPjCdXCY9
https://qrgo.page.link/RyXW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 分數乘法一 

2. 分數乘法二 

 

常識 
e-Smart 2.0 反轉教室 

https://qrgo.page.link/aQvYR 

1. 重溫課本第5冊第1課  

 

2. 登入 e-Smart2.0→反轉教室→

祖國的地形  

音樂 

新小學音樂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

ddoil_music 

(學生園地 > 學習加油站 > 音樂挑戰站) 

音樂挑戰站 

五上(一)、五上(二) 
 

 

巴洛克樂期 (1600~1750) 

巴哈 Bach, Johann Sebastian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

oser/bach.html 

1.認識巴洛克樂期音樂家 

巴哈 Bach, Johann Sebastian 

 

 

2.聆聽巴哈其中出名的作品: 

布蘭登堡協奏曲 

 

 

 

 

 

 

體育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

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聖經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1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閱讀「當年 GUBBIO 都是這

樣！」，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

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2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閱讀「人心膽喪怕兇狼」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3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閱讀「方濟出馬」，並跟短片

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4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閱讀「終於見面了！」，並跟

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四、E 悅讀 / 其他閱讀資源 

如需登入：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學生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內的電子書後，可完成三星獎或以上的中文 或 英文廣泛閱讀報告及閱 

讀記錄。(即由星獎冊 P.18 開始)**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 我係貓奴 2 貓奴同學會  

2. 中醫不切西瓜  

3. 小香港人   

https://qrgo.page.link/aQvYR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4. 攝記追蹤之真相  

5. 翻轉！假期！  

6. 守護寶地大作戰 

英文 
星島電子報(Goodies)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登入名稱：edu200538             

密碼：9h2d5clk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Benchmark Universe (網上英語圖書)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登入名稱：salesian            

密碼：salesian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數學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 尋找方向 

2. 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 6 
 

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電子書推介—《小學雞

英語 1》 

https://qrgo.page.link/aeBQp  

圖書館已把《小學雞英語 1》及

《小學雞英語 2》兩本電子書放

入學生教城書櫃內，鼓勵學生

下載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積極參與學生獎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如同學已於 E 悅讀學校計劃內閱

讀 10 本電子書或以上，便可透過

提供連結，完成閱讀分享。待圖

書館主任批核後，便可於復課後

獲得證書及禮物，以茲鼓勵。 
 

 
OPAC 2.0 圖書館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同學可閱讀 OPAC 2.0 內的電子資

源。 
 

 
香港公共圖書館—十五分鐘的約會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十五分鐘的約會」旨在向讀者

推介不同文章，並養成每日閱讀

十五分鐘的習慣，隨時隨地享受

閱讀時光。同學只需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間登入活動網頁，完成

閱讀目標便可獲得紀念品一份。 

 

親子 

閱讀 

香港兒童文學研究學會—疫情下的親 

子閱讀：以繪本幫助孩子抒發情緒(一) 

https://qrgo.page.link/KffVt  

鼓勵家長觀看，一同學習親子共

讀。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 

 

如復課日期有更改，將以教育局最新安排作準。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區 志 成  謹啟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qrgo.page.link/aeBQp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https://qrgo.page.link/KffVt


19236F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19-2020 年度   六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延長農曆新年假期學生學習安排〕第四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四月二十日，因此學校將採取以下的安排，讓學生

能善用餘暇，學校將根據課程內容，編定網上學習內容。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以

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請向班主任說明原因，有關安排至三月三十日。   

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二十三日回校領取紙本功

課(內容節錄自網上學習材料，部分未能轉化為紙本的內容則未能印發。如沒特別需要，家長

不需特意回校領取紙本)。 

        第三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已於三月十六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 

第五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三十一日發放，請家

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四階段學習安排詳情臚列如下： 

 

一、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網址：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登入方法：請以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小校園」的登入名稱及密碼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 1：形近字 

評估 5：多義詞 

評估 11：轉折複句 

評估 12：假設複句 

評估 20：標點符號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https://4d.pan-lloyds.com/ 

1. P.6 Assessment 16: 

Prepositions 

2. P.6 Assessment 17: Question 

words 

3. P.6 Assessment 18: 

Reflexive pronouns 

4. P.6 Assessment 20: Tenses 

(2)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評估練習 

(4) 立體圖形二  
 

 

二、校本網上教學資源 (由科任教師設計)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下載。下列內容為網上溫習材料，未能轉化為紙

本派發。學生完成網上練習後，可即時查看結果。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Google Form 

1.https://forms.gle/SmZWBhvNGhCnfqc6A 
詞語的構成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4d.pan-lloyds.com/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forms.gle/SmZWBhvNGhCnfqc6A


中文 
Google Form 

2.https://forms.gle/SLEk8iJfbADkNi6W8 
借喻句  

英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rwE7RnvaVxjThAmp6 

6A U5 – Our favourite films 

(-ed/ing adjectives) 
 

數學 
Google Form 

1. https://forms.gle/AneA4RaEWHFzrFC86 

課題： 

1. 簡易方程一 
 

 
Google Form 

2. https://forms.gle/5DNonF4URDBL6bir7 

課題： 

2. 簡易方程二 
 

常識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Xqwezy8NZkZV6FGV8 
古代科學與科技  

 

三、網上學習活動 

請根據網址 或 右邊的 QR CODE 登入。如需登入名稱及密碼，可參考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

Pqn7nEZyWMSnNGY6qFaR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以白紙手寫作

答，答案將於三月三十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科任老師將於復課後批改

學生寫作，請督促子女認真進行。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自由寫作 
題目：疫情下，令人感動的事/

自訂題目(二選一)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2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 小數和分數 

2. 體積和容量 

 

常識 
e-Smart 2.0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停課不停學 動畫區 

六年級 第一冊  處變不驚 

單元一 平安是福 第一課 

簡單急救 編號 103-107)  

音樂 

新小學音樂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

oil_music 

(學生園地 > 學習加油站 > 音樂挑戰站) 

音樂挑戰站 

六上(一)、六上(二) 
 

音樂 

巴洛克樂期 (1600~1750) 

巴哈 Bach, Johann Sebastian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

oser/bach.html 

1.認識巴洛克樂期音樂家 

巴哈 Bach, Johann Sebastian 

 

 

2.聆聽巴哈其中出名的作品: 

布蘭登堡協奏曲 

 

https://forms.gle/SLEk8iJfbADkNi6W8
https://forms.gle/rwE7RnvaVxjThAmp6
https://forms.gle/AneA4RaEWHFzrFC86
https://forms.gle/5DNonF4URDBL6bir7
https://forms.gle/Xqwezy8NZkZV6FGV8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7XIt0yQZwV4Pqn7nEZyWMSnNGY6qFaR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ach.html


體育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

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聖經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1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閱讀「當年 GUBBIO 都是這

樣！」，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

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2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閱讀「人心膽喪怕兇狼」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3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閱讀「方濟出馬」，並跟短片

內容一起祈禱 
 

 
[方濟馴狼 Francis x Wolf] EP4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閱讀「終於見面了！」，並跟

短片內容一起祈禱 
 

 

四、E 悅讀 / 其他閱讀資源 

如需登入：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學生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內的電子書後，可完成三星獎或以上的中文 或 英文廣泛閱讀報告及閱 

讀記錄。(即由星獎冊 P.18 開始)**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 屋頂上的蘇菲  

2. 成長，帶着這封信  

3. 雜魚又如何  

英文 

星島電子報(Goodies)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登入名稱：edu200538             

密碼：9h2d5clk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Benchmark Universe (網上英語圖書)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登入名稱：salesian            

密碼：salesian 

 

*詳細的登入指引可於網上工作

紙的 google drive 內取得 
 

數學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1.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 2 

分數、小數、百分數 

2.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 4 

立體、體積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zvNs6JzZxyA59_zcRbErsvNrT9fN-f6/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yJQK6fwXquY
https://youtu.be/DxW4e_3BXhw
https://youtu.be/Rw9yy8fvYRY
https://youtu.be/4iyv82_fo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tepaper.stheadline.com/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電子書推介—《小學雞

英語 1》 

https://qrgo.page.link/aeBQp  

圖書館已把《小學雞英語 1》及

《小學雞英語 2》兩本電子書放

入學生教城書櫃內，鼓勵學生

下載閱讀。  

 
E 悅讀學校計劃—積極參與學生獎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如同學已於 E 悅讀學校計劃內閱

讀 10 本電子書或以上，便可透過

提供連結，完成閱讀分享。待圖

書館主任批核後，便可於復課後

獲得證書及禮物，以茲鼓勵。 
 

 
OPAC 2.0 圖書館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同學可閱讀 OPAC 2.0 內的電子資

源。 
 

 
香港公共圖書館—十五分鐘的約會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十五分鐘的約會」旨在向讀者

推介不同文章，並養成每日閱讀

十五分鐘的習慣，隨時隨地享受

閱讀時光。同學只需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間登入活動網頁，完成

閱讀目標便可獲得紀念品一份。 

 

親子 

閱讀 

香港兒童文學研究學會—疫情下的親 

子閱讀：以繪本幫助孩子抒發情緒(一) 

https://qrgo.page.link/KffVt  

鼓勵家長觀看，一同學習親子共

讀。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 

 

如復課日期有更改，將以教育局最新安排作準。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區 志 成  謹啟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 

 

https://qrgo.page.link/aeBQp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app4.rthk.hk/special/15minsreading/
https://qrgo.page.link/KffV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