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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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二十三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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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十六日。   

第二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將於三月九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

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九日回校領取紙本(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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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十七日發放，請家長

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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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常見部首 

評估 3：名詞 

評估 4：動詞 

評估 7：數量詞 

評估 13：反義句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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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1 Assessment 6: Pronouns (1) 

2. P.1 Assessment 8: Punctuations 

3. P.1 Assessment 9: Question 

words (1) 

4. P.1 Assessment 10: Simple 

present tense (1)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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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5) 20 以內的數 

(6) 數的基本組合(11-18)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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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可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

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

手寫作答，請家長自行訂正。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名創教育(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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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中文 喜閱寫意 
閱讀流暢度 

(家庭篇) 
 

 

APP：聽說讀寫小奇

兵 

(家長可於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下載) 

 

程式由協康會「喜閱寫意：賽馬

會讀寫支援計劃」團隊共同研

發，透過趣味遊戲鞏固兒童的語

文基礎知識並加強其學習動機，

從而提升聽說讀寫能力。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4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加法 

2.減法 

 

常識 
e-Smar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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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網站連結: 詠兒的生活習慣

(動畫) 

*學習正確的生活習慣。 

*想一想: 詠兒應該如何改善她

的生活習慣呢? 

註:登入後選常識教育網(第三

版) >進入其他>停課不停學動

畫區>選編號 12>詠兒的生活習

慣 

 

2. 18 區自學遊: 到公園探索 

(影片) 

*認識公園的設施。 

*認識葵青區及荃灣區的公園。 

 

註: 登入後到學科網站>18 區自學

遊 >到公園探索→新界→葵青區 /

荃灣區 → 觀看影片 

 

 預習 / 複習課本 

預習 / 複習課本: 

*第 2 冊第 7 課飲食好習慣 

*第 2 冊第 8 課安排每天的生活 

(如未教授完畢，試填寫本課各

空格及小總結部份。如已教授

完畢，則自行溫習。) 

 

2. 預習課本: 

*第 4 冊第 1 課到公園去 

*第 4 冊第 2 課公園裡的設施 

(試填寫本課各空格及小總結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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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 

觀看短片：凱斯·哈林(Keith 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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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 

欣賞凱斯·哈林 

(Keith Haring)作品 

 

 

荷蘭阿姆斯特丹梵谷美術館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

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

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

7i13312!8i6656!9m2!1b1!2i39 

你能在美術館中找到以下作品

嗎? 

 

 

 

麥田群鴉 

 

 

口罩設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

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近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

全港嚴陣以待！口罩更成為市

民日常出門的首要裝備。請同

學們發揮創意，為口罩設計圖

案，使生活添上色彩，齊來為

抗疫打打氣！請先下載附件，

並在畫稿上繪畫，創作形式及

物料不限 (可使用電腦創作 ) 

 

體育 
Kids Exercises To Grow Taller: Home Activit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sA9-Qbtyk 
鍛鍊活動須在家長陪同下進行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

R_8rLHHlwi71g9quDG-Wex32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E 閱讀 - 小學體育  1 上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閱讀書目 - 小學體育  1 上  

電腦 

「聰明 e 主人」電子學習資源套 - 故事動

畫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

5bee481832c8bf7f303c9869 

 

1. 觀看故事，學習資訊素養。 

故事 1 安全至上 

故事 2 上網謹記保私隱 

故事 3 你是誰？ 

故事 4 網絡欺凌零容忍 

故事 5 轉發？不轉發？ 

故事 6 引用有法．切勿抄襲 

故事 7 再見熊貓眼 

故事 8 適可而止 

故事 9 消失的艾力 

故事 10 BYOD 我作主 

 

靈德

育 

四旬期期間，我們可以在家中祈禱、思過

悔罪、多做克己，並配合今天生活作反省

等，幫助自己作好心靈準備，步武基督，

與他共死同生，一同復活。 

閱讀《四旬期》海報 

並在家中祈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_WTFyag4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_WTFyag4I
http://www.vangoghmuseum.nl/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sA9-Qbty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e481832c8bf7f30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e481832c8bf7f303c9869


靈德

育 

Voice of Mary (瑪利亞之聲)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

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請繼續每日收聽一個故事《與

鮑思高同行 30 天》－ 戲場版 
 

 

Onlin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

&feature=youtu.be 

閱讀《方濟抗疫系列 EP1 默禱

抗疫》短片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默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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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 
OPAC 2.0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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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 

香港教育城閱讀挑戰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

ngchallenge 

自選 

 

靈德育 

良友樂伴- 閱在家中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

06/68-home-reading 

閱讀《良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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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192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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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二十三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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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十六日。   

第二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將於三月九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

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九日回校領取紙本(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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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十七日發放，請家長

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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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結構 

評估 5：形容詞 

評估 10：擬聲詞 

評估 13：祈使句 

評估 15：並列複句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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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2 Assessment 6: Prepositions 

(1) 

2. P.2 Assessment 7: Pronouns 

3. P.2 Assessment 8: Question 

words (1) 

4. P.2 Assessment 9: Simple 

present tense (1)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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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2) 加法 

(5) 減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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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可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

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

手寫作答，請家長自行訂正。 

 

科目 網上平台 / 工作紙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名創教育(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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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中文 喜閱寫意 
閱讀流暢度 

(家庭篇) 
 

 

APP：聽說讀寫小奇

兵 

(家長可於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下載) 

程式由協康會「喜閱寫意：賽

馬會讀寫支援計劃」團隊共同

研發，透過趣味遊戲鞏固兒童

的語文基礎知識並加強其學習

動機，從而提升聽說讀寫能

力。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4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工作紙 

(1) 2.時和分 

(2) 3.天 

 

常識 預習課本第 4 冊第 2-3 課 
預習課本第 4 冊第 2-3 課(試填

寫本課各小總結部份)  
 

 
ETV ---社區內為我們服務的人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03242320 
認識社區內為我們服務的人 

 

 

e-Smar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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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葵青區 

註: e-smart2.0>學科網站>18 區自學遊 > 

社區遊蹤→新界→葵青區→ 看 a.社區遊蹤及 

                                                      b.香港樂悠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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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葵青區 

2.瀏覽每日最新新聞 
 

視藝 
觀看短片: 變色龍馬蒂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OnLIB3hj4&

feature=youtu.be 

認識色彩及馬蒂斯 

 

 

荷蘭阿姆斯特丹梵谷美術館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

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

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

6!9m2!1b1!2i39 

你能在美術館中找到以下作品

嗎? 

 

 

 

麥田群鴉 

 

 
口罩設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

GEdYywDkQZgdxpUQyqh/view 

近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

全港嚴陣以待！口罩更成為市

民日常出門的首要裝備。請同

學們發揮創意，為口罩設計圖

案，使生活添上色彩，齊來為

抗疫打打氣！請先下載附件，

並在畫稿上繪畫，創作形式及

物料不限 (可使用電腦創作 )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03242320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OnLIB3hj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OnLIB3hj4&feature=youtu.be
http://www.vangoghmuseum.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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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體育 
Kids Exercises To Grow Taller: Home Activit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sA9-Qbtyk 
鍛鍊活動須在家長陪同下進行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

HHlwi71g9quDG-Wex32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E 閱讀 - 小學體育  2 上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閱讀書目 - 小學體育  2 上 

 

電

腦 

「聰明 e 主人」電子學習資源套 - 故事動畫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e

481832c8bf7f303c9869 

 

2. 觀看故事，學習資訊素養。 

故事 1 安全至上 

故事 2 上網謹記保私隱 

故事 3 你是誰？ 

故事 4 網絡欺凌零容忍 

故事 5 轉發？不轉發？ 

故事 6 引用有法．切勿抄襲 

故事 7 再見熊貓眼 

故事 8 適可而止 

故事 9 消失的艾力 

故事 10 BYOD 我作主 

 

靈德

育 

四旬期期間，我們可以在家中祈禱、思過悔

罪、多做克己，並配合今天生活作反省等，幫

助自己作好心靈準備，步武基督，與他共死同

生，一同復活。 

閱讀《四旬期》海報 

並在家中祈禱 
 

 

Voice of Mary (瑪利亞之聲)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

alk-with-bosco-30days.jsp 

請繼續每日收聽一個故事《與

鮑思高同行 30 天》－ 戲場版 
 

 

Onlin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

ure=youtu.be 

閱讀《方濟抗疫系列 EP1 默

禱抗疫》短片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默禱  

 

 

三、其他閱讀資源 

登入及使用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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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v=kYsA9-Qbty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e481832c8bf7f30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e481832c8bf7f303c9869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各科 
OPAC 2.0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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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 

香港教育城閱讀挑戰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

allenge 

自選 

 

靈德育 

良友樂伴- 閱在家中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

home-reading 

閱讀《良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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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192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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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二十三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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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十六日。   

第二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將於三月九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

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九日回校領取紙本(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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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十七日發放，請家長

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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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副詞 

評估 9：成語 

評估 13：並列複句 

評估 14：轉折複句 

評估 15：條件複句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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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3 Assessment 5: Nouns  

2. P.3 Assessment 6: Prepositions 

(1)  

3. P.3 Assessment 7: Pronouns (1)  

4. P.3 Assessment 8: Question 

words (1)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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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1) 五位數 

(6) 除法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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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可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

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

手寫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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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創教育(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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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中文 自由寫作 
題目：我在停課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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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除法一 

2.除法二 

 

常識 

閱讀材料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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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n 後→其他→老師分享的

補充資源 

1.  3.4.1 常識加油站 

2.  3.4.2 常識加油站  

 

練習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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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n 後→互動系統→功課測

驗. 

1.第 4 冊 單元一 第 1 課 練習 

2.第 4 冊 單元一 第 2 課 練習  

 

視訊資料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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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n 後→學科網站→18 區自

學遊 

1.荃灣區 

2.葵涌區 

3.深水埗區 
 

視藝 

觀看短片：藝術一下就看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C3mIbXI

LY 

欣賞梵谷作品---向日葵 

 

 

大英博物館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

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

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

312!8i6656 

你能在博物館中找到以下珍品

嗎? 

 

 

 

 

 

口罩設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

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近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

全港嚴陣以待！口罩更成為市

民日常出門的首要裝備。請同

學們發揮創意，為口罩設計圖

案，使生活添上色彩，齊來為

抗疫打打氣！請先下載附件，

並在畫稿上繪畫，創作形式及

物料不限 (可使用電腦創作 )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C3mIbXI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C3mIbXILY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體育 
10 Fun Exercises For Kids To Get Strong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OiXc5oUtx0 
鍛鍊活動須在家長陪同下進行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

8rLHHlwi71g9quDG-Wex32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三年級體育課 – 幼兒的體能活動 

https://forms.gle/MpEWRu4JPwUmZGa57 
觀看影片，回答問題 

 

電腦 

「聰明 e 主人」電子學習資源套 - 故事動畫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

bee481832c8bf7f303c9869 

 

3. 觀看故事，學習資訊素養。 

故事 1 安全至上 

故事 2 上網謹記保私隱 

故事 3 你是誰？ 

故事 4 網絡欺凌零容忍 

故事 5 轉發？不轉發？ 

故事 6 引用有法．切勿抄襲 

故事 7 再見熊貓眼 

故事 8 適可而止 

故事 9 消失的艾力 

故事 10 BYOD 我作主 

 

靈德

育 

四旬期期間，我們可以在家中祈禱、思過

悔罪、多做克己，並配合今天生活作反省

等，幫助自己作好心靈準備，步武基督，

與他共死同生，一同復活。 

閱讀《四旬期》海報 

並在家中祈禱 
 

 

Voice of Mary (瑪利亞之聲)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

p/walk-with-bosco-30days.jsp 

請繼續每日收聽一個故事《與

鮑思高同行 30 天》－ 戲場版 
 

 

Onlin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

eature=youtu.be 

閱讀《方濟抗疫系列 EP1 默禱

抗疫》短片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默禱  

 

 

 

三、其他閱讀資源 

登入及使用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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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v=1OiXc5oUtx0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forms.gle/MpEWRu4JPwUmZGa57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e481832c8bf7f30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e481832c8bf7f303c9869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各科 
OPAC 2.0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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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 

香港教育城閱讀挑戰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

hallenge 

自選 

 

靈德育 

良友樂伴- 閱在家中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

06/68-home-reading 

閱讀《良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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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1923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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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二十三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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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十六日。   

第二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將於三月九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

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九日回校領取紙本(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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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十七日發放，請家長

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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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形近字 

評估 3：代詞 

評估 4：語氣詞 

評估 13：轉折複句 

評估 19：短段理解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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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4 Assessment 2: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2. P.4 Assessment 6: Modals 

3. P.4 Assessment 10: Simple 

present tense  

4. P.4 Assessment 14: Imperatives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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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7) 除法 

(10) 整除性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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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可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

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

手寫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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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創教育(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 

 

 自由寫作 題目：我在停課的日子/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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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4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 2、5、10 整除性 

2. 公因數和最大公因數 

 

常識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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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學習: 

e-smart2.0>其他>「停課不停

學」動畫區)>動畫(宋王臺及

香港的歷史故事)  

 

學生獎勵計劃-十分科學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

ci 

瀏覽學習: 

學生獎勵計劃>十分科學>小學

四年級 

(利用小校園戶口及密碼登入)  

 

ETV 

1.空氣與生活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

/1958277845 

 

2. 空氣污染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6277734 

1. 瀏覽學習-觀看 ETV-空氣與

生活、空氣污染 

 

2.預習課本第 2 冊第 6 課、5 冊

第 4 課 

(試填寫課本中各小總結部份) 

 
 

 

 

第 5 冊第 4 課日誌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cNpXJ5ph

TmYFLtPHHh2zibr6Dnja_33?usp=sharing 

完成第 5 冊第 4 課日誌工作紙，

於復課後交回 

(可自行列印工作紙或用白紙

填寫題目及答案)  

視藝 觀看短片: 點點魔法師秀拉 

https://youtu.be/KIBV0dLNqd8 
認識點描派畫家秀拉 

 

 

荷蘭阿姆斯特丹梵谷美術館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

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

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

i6656!9m2!1b1!2i39 

你能在美術館中找到以下作品

嗎? 

 

 

 

麥田群鴉 

 

 

口罩設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

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近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

全港嚴陣以待！口罩更成為市

民日常出門的首要裝備。請同

學們發揮創意，為口罩設計圖

案，使生活添上色彩，齊來為

抗疫打打氣！請先下載附件，

並在畫稿上繪畫，創作形式及

物料不限 (可使用電腦創作 )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958277845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958277845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627773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cNpXJ5phTmYFLtPHHh2zibr6Dnja_33?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cNpXJ5phTmYFLtPHHh2zibr6Dnja_33?usp=sharing
https://youtu.be/KIBV0dLNqd8
http://www.vangoghmuseum.nl/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www.google.com/maps/@52.3583882,4.8807656,2a,75y,181.72h,97.76t/data=!3m9!1e1!3m7!1sKu0WUgsHPTHUZl9T7LaOOw!2e0!7i13312!8i6656!9m2!1b1!2i3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體育 
10 Fun Exercises For Kids To Get Strong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OiXc5oUtx0 
鍛鍊活動須在家長陪同下進行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

rLHHlwi71g9quDG-Wex32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四年級體育課 –足球基本運球練習 

https://forms.gle/vVEJJtiayp24MqkNA 
觀看影片，回答問題 

 

電腦 

「聰明 e 主人」電子學習資源套 - 故事動畫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

e481832c8bf7f303c9869 

 

4. 觀看故事，學習資訊素養。 

故事 1 安全至上 

故事 2 上網謹記保私隱 

故事 3 你是誰？ 

故事 4 網絡欺凌零容忍 

故事 5 轉發？不轉發？ 

故事 6 引用有法．切勿抄襲 

故事 7 再見熊貓眼 

故事 8 適可而止 

故事 9 消失的艾力 

故事 10 BYOD 我作主 

 

靈德

育 

四旬期期間，我們可以在家中祈禱、思過悔

罪、多做克己，並配合今天生活作反省等，

幫助自己作好心靈準備，步武基督，與他共

死同生，一同復活。 

閱讀《四旬期》海報 

並在家中祈禱 
 

 

Voice of Mary (瑪利亞之聲)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

walk-with-bosco-30days.jsp 

請繼續每日收聽一個故事《與

鮑思高同行 30 天》－ 戲場版 
 

 

Onlin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

ature=youtu.be 

閱讀《方濟抗疫系列 EP1 默

禱抗疫》短片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默禱  

 

 

三、其他閱讀資源 

登入及使用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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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v=1OiXc5oUtx0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forms.gle/vVEJJtiayp24MqkNA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e481832c8bf7f30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ee481832c8bf7f303c9869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各科 
OPAC 2.0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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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 

香港教育城閱讀挑戰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

nge 

自選 

 

靈德育 

良友樂伴- 閱在家中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

home-reading 

閱讀《樂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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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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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延長農曆新年假期學生學習安排〕第三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二十三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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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十六日。   

第二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將於三月九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

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九日回校領取紙本(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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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十七日發放，請家長

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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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多義詞 

評估 7：褒義詞和貶義詞 

評估 8：成語 

評估 12：因果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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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ssessment 5: Possessive 

pronouns 

2. P.5 Assessment 6: Prepositions 

(1) 

3. P.5 Assessment 8: Present 

perfect tense 

4. P.5 Assessment 11: Adjectives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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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1) 八個方向 

(2) 代數符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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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可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

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

手寫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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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創教育(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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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中文 自由寫作 

題目：我想向______(醫護人員/

清潔工人/感染者……)說的話 /

自定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4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 異分母分數加法 

2. 異分母分數減法 

 

常識 

自學紀錄(時事剪報) 

主題:新冠肺炎疫情 

下載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gngtGWoO

B1T3vx-YQmzoD0-EEcZSFRe?usp=sharing 

以「新冠肺炎疫情」為題，

收集一則時事剪報，以思維

13 招其中一式分析及紀錄對

事件的感想和所學。 

 

{可直接紀錄在思維訓練冊內

(如有)，或自行列印工作紙或

用白紙填寫題目及答案，於

復課後交回} 

 

 預習課本  
預習課本第5冊第5課  

(試填寫本課各小總結部份) 
 

 

瀏覽網頁: 燦爛的中國文明  

https://www.chiculture.net/index.php 

 (註：搜尋關鍵字) 

認識兩位中國古代官吏  

張騫  文天祥 
 

 

看動畫．學歷史： 

1.張騫 

https://qrgo.page.link/fwhnU 

 

2. 文天祥  

https://qrgo.page.link/qSog3 

1.認識張騫(5:54) 

 

2.認識文天祥(6:42) 

 
 

 

 

分辨導電和絕緣體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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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學生專區:電力研究所 

註:登入後進入學科網站>常識

教育網第三版>自主學生資源

>STEM 學生專區>互動天地>

科學常識挑戰站>分辨導電和

絕緣體 

 

視藝 觀看短片: 波點女王---草間彌生 

https://youtu.be/yAGUUl38pyQ 
認識藝術家草間彌生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gngtGWoOB1T3vx-YQmzoD0-EEcZSFR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gngtGWoOB1T3vx-YQmzoD0-EEcZSFRe?usp=sharing
https://www.chiculture.net/index.php
https://qrgo.page.link/fwhnU
https://qrgo.page.link/qSog3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youtu.be/yAGUUl38pyQ


視藝 

大英博物館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

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

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

656 

你能在博物館中找到以下珍品

嗎? 

 

 

 

 

 

口罩設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

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近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

全港嚴陣以待！口罩更成為市

民日常出門的首要裝備。請同

學們發揮創意，為口罩設計圖

案，使生活添上色彩，齊來為

抗疫打打氣！請先下載附件，

並在畫稿上繪畫，創作形式及

物料不限 (可使用電腦創作 ) 

 

體育 

9 Min Exercise For Kids - Home Workou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4QS2USKm

k 

鍛鍊活動須在家長陪同下進行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

_8rLHHlwi71g9quDG-Wex32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五年級體育課 –香港運動員介紹︰三項鐵人

運動員 

https://forms.gle/ngPGgffPFymptFu89 

觀看影片，回答問題 

 

電腦 
網上程式設計學習遊戲 codecombat 

https://qrgo.page.link/rk3LA 

透過編程遊戲學習 Python 

 
 

靈德

育 

四旬期期間，我們可以在家中祈禱、思過悔

罪、多做克己，並配合今天生活作反省等，

幫助自己作好心靈準備，步武基督，與他共

死同生，一同復活。 

閱讀《四旬期》海報 

並在家中祈禱 
 

 

Voice of Mary (瑪利亞之聲)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

walk-with-bosco-30days.jsp 

請繼續每日收聽一個故事《與

鮑思高同行 30 天》－ 戲場版 
 

 

Onlin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

ature=youtu.be 

閱讀《方濟抗疫系列 EP1 默

禱抗疫》短片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默禱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4QS2USKm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4QS2USKm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forms.gle/ngPGgffPFymptFu89
https://qrgo.page.link/rk3LA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三、其他閱讀資源 

 

登入及使用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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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 
OPAC 2.0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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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 

香港教育城閱讀挑戰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

allenge 

自選 

 

靈德育 

良友樂伴- 閱在家中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

home-reading 

閱讀《樂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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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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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延長農曆新年假期學生學習安排〕第三階段 

(答案將於三月二十三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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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十六日。   

第二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將於三月九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如學生因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

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三月九日回校領取紙本(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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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階段的學習安排，網上教學以溫習為主，內容由教師設計，將於三月十七日發放，請家長

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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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 

評估 4：近義詞 

評估 8：句義辨析 

評估 10：遞進複句 

評估 17：對偶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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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6 Assessment 5: Determiners 

2. P.6 Assessment 6: Modals 

3. P.6 Assessment 10: Tenses (1) 

4. P.6 Assessment 12: 

Connectives (2)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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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2) 小數四則運算 

(5) 小數和分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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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可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

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

手寫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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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創教育(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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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h6ELv7SesHdbe9HXR5BRb1yr-p_Z-A9?usp=sharing


中文 自由寫作 

題目：我想向______(醫護人員/

清潔工人/感染者……)說的話 /

自定 

 

英文 朗文自學工作紙 自學工作紙 P.1-4 
 

數學 名創教育(小學數學) 

自學工作紙： 

(1) 小數除法 

(2) 立體圖形 

 

常識 

自學紀錄(時事剪報)： 

主題:新冠肺炎疫情    

下載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gngtGWoOB

1T3vx-YQmzoD0-EEcZSFRe?usp=sharing 

以「新冠肺炎疫情」為題，

收集一則時事剪報，以思維

13 招其中一式分析及紀錄對

事件的感想和所學。 

 

{可直接紀錄在思維訓練冊內

(如有)，或自行列印工作紙或

用白紙填寫題目及答案，於復

課後交回} 

 

 預習課本 
預習課本第6冊第1-2課   

(試填寫本課各小總結部份) 
 

 

ETV 

1. 簡單機械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794216626 

 

2.力的探究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63104954 

1.認識機械的發展 

(配合第 6 冊第 1 課) 

 

2.認識力與運動 

(配合第 6 冊第 2 課) 

 
 

 

視藝 觀看短片:香港陶藝家---李慧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Mf-I0fJQqo 
認識香港陶藝家李慧嫻 

 

 

大英博物館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

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

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

6 

你能在博物館中找到以下珍品

嗎?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gngtGWoOB1T3vx-YQmzoD0-EEcZSFR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gngtGWoOB1T3vx-YQmzoD0-EEcZSFRe?usp=sharing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794216626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6310495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Mf-I0fJQqo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https://www.google.com/maps/@51.519918,-0.1281732,2a,75y,134.19h,78.32t/data=!3m6!1e1!3m4!1sWx6l0EYNUAwKML90LzZJlA!2e0!7i13312!8i6656


 

口罩設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

GEdYywDkQZgdxpUQyqh/view 

近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

全港嚴陣以待！口罩更成為市

民日常出門的首要裝備。請同

學們發揮創意，為口罩設計圖

案，使生活添上色彩，齊來為

抗疫打打氣！請先下載附件，

並在畫稿上繪畫，創作形式及

物料不限 (可使用電腦創作 ) 

 

體育 
9 Min Exercise For Kids - Home Workou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4QS2USKmk 
鍛鍊活動須在家長陪同下進行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

rLHHlwi71g9quDG-Wex32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六年級體育課 –香港運動員介紹︰三項鐵人

運動員 

https://forms.gle/8DNUy8oeSvaREgRF7 

觀看影片，回答問題 

 

電腦 
網上程式設計學習遊戲 codecombat 

https://qrgo.page.link/3jv7x 

透過編程遊戲學習 Python 

 
 

靈德

育 

四旬期期間，我們可以在家中祈禱、思過悔

罪、多做克己，並配合今天生活作反省等，幫

助自己作好心靈準備，步武基督，與他共死同

生，一同復活。 

閱讀《四旬期》海報 

並在家中祈禱 
 

 

Voice of Mary (瑪利亞之聲)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

alk-with-bosco-30days.jsp 

請繼續每日收聽一個故事《與

鮑思高同行 30 天》－ 戲場版 
 

 

Onlin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

ure=youtu.be 

閱讀《方濟抗疫系列 EP1 默

禱抗疫》短片 

並跟短片內容一起默禱  

 

 

 

三、其他閱讀資源 

登入及使用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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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4A4TBp3EKWlGEdYywDkQZgdxpUQyqh/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4QS2USKm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HbWQReWR_8rLHHlwi71g9quDG-Wex32
https://forms.gle/8DNUy8oeSvaREgRF7
https://qrgo.page.link/3jv7x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13ytIuxuo&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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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 
OPAC 2.0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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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 

香港教育城閱讀挑戰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

allenge 

自選 

 

靈德育 

良友樂伴- 閱在家中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

home-reading 

閱讀《樂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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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http://www.vaphk.org/8-2017-04-28-07-02-06/68-home-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