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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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農曆新年假期至三月一日止(即三月二日復課)，因此學校將採取以

下的安排，讓學生能善用餘暇，因應課程內容，鞏固已有知識，並為復課作好準備。今特函    貴家

長，請鼓勵子女認真進行以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將不會當作欠交，有關

安排至二月十四日，二月十七日將發放第二階段的學習安排，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

將詳情臚列如下： 

 

一、網上學習活動 

登入方法：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1. 網址可透過學校網頁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登入。 

2.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新亞洲中國語文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同步閱讀：一上二 單元四 

              一上二 單元五 

              一上二 單元六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 生活點滴（順序講述事件

的大概） 

2. 媽媽，你在哪裏？（句

號、逗號和問號）  

英文 

PRIMARY LONGMAN ELECT 

http://plet.ilongman.com/ 

Self-learning Platform: E-

homework 

1. 1A Unit 3 

2. 1A Unit 4 

3. 1A Unit 5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 Ten Little Rabbits 

2. Becky and her Bear 

3. Becky and her Bear 2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1. 數學遊戲→一下 A 冊/6

加法(二) 

2. 數學遊戲→一下 A 冊/7

減法  

常識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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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閱讀: 海洋公園動物大發

現 

註:進入學科網站>常識教育

網>跨課程閱讀>海洋公園動

物大發現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plet.ilongman.com/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二、各科 E 悅讀建議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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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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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書目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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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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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 

1. Where is Fifi? 

2. Carrot Goes to School 

3. Bobo Bear's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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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1. 兒童的科學 109—平衡的奧

妙 

2. 紅蘋果：太空逃亡 

 

三、其他學習網站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英 

數常 

小校園 

https://www.smallcampus.net/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自選 

 

中英 

數常 
書唔兇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自選 

 

 

四、第二次考試取消，全年總分比重將改為第三次考試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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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 

https://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smallcampus.net/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192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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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農曆新年假期至三月一日止(即三月二日復課)，因此學校將採取以

下的安排，讓學生能善用餘暇，因應課程內容，鞏固已有知識，並為復課作好準備。今特函    貴家

長，請鼓勵子女認真進行以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將不會當作欠交，有關

安排至二月十四日，二月十七日將發放第二階段的學習安排，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

將詳情臚列如下： 

 

一、網上學習活動 

登入方法：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1. 網址可透過學校網頁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登入。 

2.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新亞洲中國語文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同步閱讀:二上一 單元一  

                 二上一 單元二 

                 二上一 單元三 

                 二上二 單元四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 寓言集 

2. 謝謝聖誕老人 
 

英文 

PRIMARY LONGMAN ELECT 

http://plet.ilongman.com/ 

Self-learning Platform: E-

homework 

1. 2A Unit 3 

2. 2A Unit 5 

3. 2A Unit 6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Tell me Who  

2.Tell me Where 

3.Tell me What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1. 數學遊戲：二上 A 冊(三位

數) 

2. 數學遊戲：二上 A 冊(數數

活動) 

3. 數學遊戲：二上 A 冊(立體

圖形二) 

 

常識 

e-Smart 2.0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每日新聞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prhieEWLY 
香港農曆新年特色項目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plet.ilongman.com/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prhieEWLY


   

二、各科 E 悅讀建議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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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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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開始)**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書目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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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 

1. Jobs to do 

2. The Greedy Pu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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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1. 巴第市系列 2 間諜竊密事件 

2. 巴第市系列 3 怪客入侵大作戰 

 

三、其他學習網站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英 

數常 

小校園 

https://www.smallcampus.net/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自選 

 

中英 

數常 
書唔兇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自選 

 

 

四、第二次考試取消，全年總分比重將改為第一次考試佔 50%、第三次考試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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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 

https://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smallcampus.net/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1922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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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農曆新年假期至三月一日止(即三月二日復課)，因此學校將採取以

下的安排，讓學生能善用餘暇，因應課程內容，鞏固已有知識，並為復課作好準備。今特函    貴家

長，請鼓勵子女認真進行以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將不會當作欠交，有關

安排至二月十四日，二月十七日將發放第二階段的學習安排，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

將詳情臚列如下： 

 

一、網上學習活動 

登入方法：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1. 網址可透過學校網頁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登入。 

2.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新亞洲中國語文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同步閱讀：三上一單元一 

                    三上一單元二 

                    三上一單元三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前因後果（複句（二）— 

承接、因果複句） 

2. 換一換（複句（一）— 並

列複句）  

英文 

PRIMARY LONGMAN ELECT 

http://plet.ilongman.com/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Self-learning Platform: E-

homework 

1. 3A Unit 3 

2. 3A Unit 4 

3. 3B Unit 3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 Eat, Play and Write in Hong 

Kong 

2. Say No to Chinglish ! 2 

3. A Journey to Hong Kong 

2025 (2) 
 

數學 

小學數學新亞洲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maths/main.asp 
數學遊戲區：齊來乘一乘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互動練習：三上 B 冊 (乘法 

三) 
 

學校網頁學與教學科園地數學自學天地 

http://www.syh.edu.hk/tc/index 

1. 認識毫米 

2. 知多一點點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plet.ilongman.com/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maths/main.asp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http://www.syh.edu.hk/tc/index


常識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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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login 後→互動系統→功課測驗 

1. 第 2 冊單元一第 1 課 

2 .第 2 冊單元一第 2 課  

3. 第 2 冊單元二第 3 課  

4. 第 2 冊單元二第 4 課  

5. 第 2 冊單元三第 5 課 

6. 第 2 冊單元三第 6 課  

7. 第 2 冊單元三第 7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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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科 E 悅讀建議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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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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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書目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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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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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 

1. Carrot Loves Carrots  

2. Billy the Bully  

3. Exercise! 

數學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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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 

Q 小子勇戰數學大魔王 

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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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 

1. 兒童的科學 107—勇闖龍世界 

2. 兒童的科學 111—聲聲演唱團 

 

三、其他學習網站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英 

數常 

小校園 

https://www.smallcampus.net/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自選 

 

中英 

數常 
書唔兇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自選 

 

 

四、第二次考試取消，全年總分比重將改為第一次考試佔 50%、第三次考試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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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 

https://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smallcampus.net/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192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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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農曆新年假期至三月一日止(即三月二日復課)，因此學校將採取以

下的安排，讓學生能善用餘暇，因應課程內容，鞏固已有知識，並為復課作好準備。今特函    貴家

長，請鼓勵子女認真進行以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將不會當作欠交，有關

安排至二月十四日，二月十七日將發放第二階段的學習安排，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

將詳情臚列如下： 

 

一、網上學習活動 

登入方法：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1. 網址可透過學校網頁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登入。 

2.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新亞洲中國語文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同步閱讀：四上一 單元一 

              四上一 單元二 

              四上二 單元四 

              四上二 單元五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 一個辦法(篇章組織) 

2. 一個小時(複句﹝四﹞——條

件、遞進複句)   

英文 

PRIMARY LONGMAN ELECT 

http://plet.ilongman.com/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Self-learning Platform: E-

homework 

1. 4B Unit 1 

2. 4B Unit 2 

3. 4B Unit 3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 The Sunday smile 

2. Return to the present 

3. Food from other countries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1.數學遊戲 → 四上 A 冊 倍數

遊戲 

2. 數學遊戲 → 四上 A 冊 因數

遊戲 

3. 數學遊戲 → 四上 A 冊  變形

魔術師 

 

常識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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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瀏覽學習: 

1.今日常識新領域>學生園地>

每日新聞 

2.esmart2.0>學科網站>常識教育

網(第三版)>自主學習資源

>STEM 學習專區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s://etv.edb.gov.hk/resource_detail-c.aspx?spid=16201&id=chi&gid=5&subject=77
https://etv.edb.gov.hk/resource_detail-c.aspx?spid=16201&id=chi&gid=5&subject=77
http://plet.ilongman.com/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二、各科 E 悅讀建議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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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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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書目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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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re You a Friend?  

2. The Gift of Guide Dogs 

3 .Dead 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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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千奇百趣藍地球 

2.兒童的科學 74—吸水大法 

 

三、其他學習網站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英 

數常 

小校園 

https://www.smallcampus.net/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自選 

 

中英 

數常 
書唔兇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自選 

 

 

四、第二次考試取消，全年總分比重將改為第一次考試佔 50%、第三次考試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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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 

https://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smallcampus.net/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1922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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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農曆新年假期至三月一日止(即三月二日復課)，因此學校將採取以

下的安排，讓學生能善用餘暇，因應課程內容，鞏固已有知識，並為復課作好準備。今特函    貴家

長，請鼓勵子女認真進行以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將不會當作欠交，有關

安排至二月十四日，二月十七日將發放第二階段的學習安排，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

將詳情臚列如下： 

 

一、網上學習活動 

登入方法：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1. 網址可透過學校網頁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登入。 

2.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新亞洲中國語文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同步閱讀：五上一 單元一 

                    五上一 單元三 

                    五上二 單元四 

                    五上二 單元五 

                    五上二 單元六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一見鍾情(文章的開首) 

2. 回歸地球(說明方法) 
 

英文 

PRIMARY LONGMAN ELECT 

http://plet.ilongman.com/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Self-learning Platform: E-

homework 

1. 5A Unit 5 

2. 5A Unit 6 

3. 5A Unit 7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 The Time Traveller 

2. The Writing Savers Series: 

Letter Writing 

3. Up,Up and Away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數學遊戲 → 五上 A 冊指南

針的使用 
 

學校網頁→學與教→數學科自學天地 

http://www.syh.edu.hk 

1.是底？還是高？ 

2.製作棒形圖（一） 
 

常識 

燦爛的中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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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兩位中國皇帝 

秦始皇嬴政  唐太宗李世民 

(註：搜尋關鍵字)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584901444 
中國歷史人物及重要事件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plet.ilongman.com/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https://www.chiculture.net/index.php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584901444


 

二、各科 E 悅讀建議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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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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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書目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1. 我係貓奴 2 貓奴同學會 

2. 中醫不切西瓜 

3. 小香港人 

4. 攝記追蹤之真相 

5. 翻轉！假期！ 

6. 守護寶地大作戰 

 

英文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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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 

1.DiscoveryBox -The story of 

CARS  

2. The Little Mermaid 

3. Counting Giraf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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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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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 

1. 達比克辦案 2 壞蛋的祕密：另

類的動物育兒行為 

2. 兒童的科學 111—聲聲演唱團 

 

三、其他學習網站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英 

數常 

小校園 

https://www.smallcampus.net/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自選 

 

中英 

數常 
書唔兇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自選 

 

 

四、第二次考試取消，全年總分比重將改為第一次考試佔 50%、第三次考試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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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 

https://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smallcampus.net/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1922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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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農曆新年假期至三月一日止(即三月二日復課)，因此學校將採取以

下的安排，讓學生能善用餘暇，因應課程內容，鞏固已有知識，並為復課作好準備。今特函    貴家

長，請鼓勵子女認真進行以下學習活動，如學生因事未能完成，將不會當作欠交，有關

安排至二月十四日，二月十七日將發放第二階段的學習安排，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

將詳情臚列如下： 

 

一、網上學習活動 

登入方法：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張貼在學生藍手冊封底背頁。 

        1. 網址可透過學校網頁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登入。 

2. 或  透過右邊的 QR CODE 登入。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新亞洲中國語文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同步閱讀：六上一 單元一 

                    六上一 單元二 

                    六上一 單元三 

                    六上二 單元四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誰是劫匪（人物的觀察及描

寫） 
 

英文 

PRIMARY LONGMAN ELECT 

http://plet.ilongman.com/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Self-learning Platform: E-

homework 

1. 6A Unit 4 

2. 6A Unit 5 

3. 6A Unit 6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 

1. Up and Down with Phrasal 

Verbs 
2. Idioms about Feelings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數學遊戲六上 B 冊 

           (百分數的認識) 
 

學校網頁學與教學科園地數學自學天地 

http://www.syh.edu.hk/tc/index 
長方體和正方體體積(簡報) 

 

常識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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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每日新聞 

2. 瀏覽: 科學好好玩 

註:進入學科網站>常識

教育網>自主學習資源>

科學百科>科學好好玩 
 

 

http://www.syh.edu.hk/tc/subject/電子學習平台
https://www.newasiabooks.com/subject/chinese2006/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plet.ilongman.com/
https://www.hkedcity.net/etv/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http://www.syh.edu.hk/tc/index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二、各科 E 悅讀建議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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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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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開始)**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書目 QR CODE 

中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1. 屋頂上的蘇菲 

2. 成長，帶着這封信 

3. 雜魚又如何 

 

英文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1. Play Sports! 

2. AdventureBox- Lisa West goes 

back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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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E 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

hant 

1. 可能小學的歷史任務 2 騎著

駱駝逛大唐 

2. 超科少年 2 生物怪才達爾文 

 

三、其他學習網站 

科目 網上平台 建議 QR CODE 

中英 

數常 

小校園 

https://www.smallcampus.net/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自選 

 

中英 

數常 
書唔兇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自選 

 

 

四、第二次考試(第三次呈分試)的安排有待教育局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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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 

 

https://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www.smallcampus.net/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