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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年度 三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網上教學安排〕第一階段

敬啟者：

教育局早前宣佈小三學生將於 9月 29 日(二)回校恢復面授課堂，現階段學校將由教師根據原本

的教學進度，製作課堂教學錄影，開始以網上形式授課，有關教學內容為全新，復課後將不會再次

教授，請家長務必安排子女完成，為子女恢復面授課堂作好準備。

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務必跟據後頁(附件一：第一階段網上教學時間表)，進行以下學習

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班主任說明原因，下星期二將發放第二階段(每星期為一個階段)教學時

間表，將以 SCHOOL APPS 及學校網頁發放，請家長留意。

每節教學錄影同時公佈功課安排，敬請家長督促子女完成。教師亦會上載相關功課及答案，如：

作業、補充、工作紙等，方便學生完成習作後，可由家長協助或由學生自行訂正，即時獲得回饋，

檢視學習成效。訂正時可使用藍/黑色原子筆，在答案旁加“✓”或“×”，然後用( )改正。復課後，

教師會收回各項習作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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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7日(一)開始致電校務

處，預約回校領取舊簿冊及紙本功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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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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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安排子女進行網上學習，可自行安排其他時間進行。

2請協助子女將完成的功課，拍照後上載到GOOGLE CLASSROOM。

3請家長安排子女善用時間多閱讀，後頁附上各科閱讀資源，可作參考。

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



附件一 網上教學錄影 (由科任教師設計)內容：
網上教學錄影將以GOOGLE CLASSROOM 形式公佈。登入名稱(例如：陳大文登入名稱：

chandaman@syh.edu.hk)及密碼已透過公佈。如有問題，請與本校校務處聯絡。

三年級 網上教學時間表 (第一階段)

時間 9月 8日(二) 9月 9日(三) 9月 10日(四) 9月 11日(五) 9月 14日(一)

上午

8:45 - 9:00
登入

上午

9:00 - 9:45
中文 英文 數學 中文 英文

學習活動

二下二冊單元四

第九課《童年的

問號》第一教節

Lesson 1_2B U6_

Vocab + Grammar

(Wh-question

words)

2D冊

第十六課

立體圖形(二)(第

一節)

二下二冊單元四

第九課《童年的

問號》第二教節

Lesson 2_2B_U6_

Grammar

(Preposition

‘at’and gerund

‘like+…ing)

功課
1.寫字練習 P.3-4

2.日誌(1)P.2

WB U6 p.21

Ex U6 p.4,6,7

1.作業(P.18-21 )

2.EX16(雙)(第 12

頁)

3.課本(複習

七)P.63

日誌(1)P.3-4

Ex U6 p.1,2,3,5

Self-Learning 3A

U1 Ex p.1-2

上午

9:45 - 10:00
小息或 完成功課

上午

10:00 - 10:45
數學 常識 英文 閱讀 聖經

學習活動

2D冊

第十五課

立體圖形(一)(第

一節)

第 5冊第 3課郊

遊樂

第 5冊第 4課_

到郊野公園去

(第一節)

NET lesson series

Lesson 1

Salesian Reading

Challenge ( 學 生

篇)

練習 Action song

「天清氣朗」

功課

1. EX15(單)(第

15頁)

2.作業(第 16-17

頁)

溫習詞語表

(U.3&U.4)

Google form

作業 第 5冊 第

3課 郊遊樂 P.6-

7

/
完成任務一至任

務三
/

上午

10:45 - 11:00
小息或 完成功課

上午

11:00 - 11:30
普通話 親子閱讀 親子閱讀 親子閱讀 親子閱讀

學習活動

複習聲母(bpmf)-

觀看及唱 bpmf

歌

Salesian Reading

Challenge ( 親 子

篇)

Salesian Reading

Challenge ( 親 子

篇)

Salesian Reading

Challenge ( 親 子

篇)

Salesian Reading

Challenge ( 親 子

篇)

功課 /



附件二 三年級 E 悅讀 / 其他閱讀資源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文

E 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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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ook_id=2651

字的形音義- 英雄小野狼

2.看故事，學俗語

英文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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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arrot Loves Carrots

2.Billy the Bully

數學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Q 小子勇戰數學大魔王

常識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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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兒童的科學 148微世界大冒險

2.兒童的科學 135能源解密

閱讀
OPAC2.0 學校圖書館網上平台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閱讀電子資源及圖書推介

聖經 九月祈禱文 閱讀九月祈禱文，並在家中祈禱

普通

話
Youtube bpmf 歌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article?book_id=2651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article?book_id=2651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lib.syh.edu.hk/Pages/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