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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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三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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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一日，

三月二日將發放第三階段的學習安排，而有關視藝、音樂、體育、靈德育及公民教育

的網上學習資源，將於二月二十五日發放，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將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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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詞 

評估 9：方向詞 

評估 11：疊詞 

評估 12：擬聲詞 

評估 14：陳述句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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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1 Assessment 2: 

Demonstrative pronouns (1) 

2.P.1 Assessment 3: Determiners 

(1) 

3.P.1 Assessment 4: Imperatives 

4.P.1 Assessment 5: No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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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數物和次序 

(8)    18 以內的加法和減法 

(17)  本港的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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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電子繪本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Nad7 

GdplrxO5Yp7KzYaRjEMosSBDF5F 

閱讀《不一樣的 2020 口罩 

下的微笑》 
 

英文 

Storyline Online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harry-the-dirty-

dog/ 

Harry the Dirty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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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harry-the-dirty-dog/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harry-the-dirty-dog/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1. 數學遊戲/一下 B 冊/ 

18 平面圖形 (一) 

2. 數學遊戲/一下 B 冊/ 

19 平面圖形 (二)  

 

學校網頁        學與教          學科園地 

數學自學天地 

http://www.syh.edu.hk/tc/index 
尋寶之旅(加法) 

 

常識 

e-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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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登入後進入學科網站>常識教育網第三版> 

網站連結>常用網址 

1.  網站連結: 抗疫小知識 

*認識正確的洗手方法及 

*觀看「洗手的方法｣影片 

*認識正確使用和棄置口罩  

 

1. ETV --- 到公園去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89768151 

 

 

2. ETV --- 香港的動物(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062186498 

 

1. 認識生物的特徵和分類 

 

 

 

2. 認識香港部份的動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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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 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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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y Dear Mum 

2. Where can I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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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的學習 3.潛入博物 

2. 兒童的科學 108  — 大自

然飛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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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http://www.syh.edu.hk/tc/index
https://e-smart.ephhk.com/html/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89768151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06218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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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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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三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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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一日，

三月二日將發放第三階段的學習安排，而有關視藝、音樂、體育、靈德育及公民教育

的網上學習資源，將於二月二十五日發放，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將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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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數量詞 

評估 16:承接複句 

評估 17:因果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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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ssessment 1:Adjectives (1) 

2. P.2 Assessment 2:Imperatives 

3. P.2 Assessment 3: Modals 

4. P.2 Assessment 4:Nouns (1)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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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1)   三位數 

(3)   米和厘米 

(7)   乘法（一） 

(8)  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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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電子繪本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Nad7 

GdplrxO5Yp7KzYaRjEMosSBDF5F 

閱讀《不一樣的 2020 口罩下的微

笑》 
 

英文 

Storyline Online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me-and-

my-cat/ 

Me and My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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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me-and-my-cat/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me-and-my-cat/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1. 數學遊戲：二下 A 冊 

                (購物一) 

2.數學遊戲：二下 A 冊 

                      (四個主要方向)  

常識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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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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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EM 學生專區 

 

 
『專題研習』資料搜集 

 

資料搜集內容： 

1. 有關農曆新年的圖書 1-2 本 (家

中進行親子閱讀並紀錄) 

2. 兩種賀年習俗圖片各 1 張及其

寓意 (例如：大掃除去舊迎新) 

3. 三種賀年食物圖片各 1 張及其

寓意 (例如：年糕步步高升) 

4. 一種賀年節慶活動圖片 1 張及

其寓意 

 

 

1. ETV --- 節日知多少(二)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56341701 

 

 

2. YOUTUBE 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CGEo6_fi0 

 

1.  認識孝順長輩的節日、起源和

相關的活動 

 

 

2. 認識農曆新年的一些賀年食品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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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 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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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pecial Kids 

2. Helpful In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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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的科學 109—平衡的

奧妙 

2. 紅蘋果：太空逃亡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563417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CGEo6_f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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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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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192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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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三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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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一日，

三月二日將發放第三階段的學習安排，而有關視藝、音樂、體育、靈德育及公民教育

的網上學習資源，將於二月二十五日發放，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將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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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詞 

評估 7:數量詞 

評估 8:近義詞 

評估 12:反問句 

評估 16:假設複句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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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3 Assessment 1: Adjectives (1) 

2. P.3 Assessment 2: Connectives 

3. P.3 Assessment 3: Determiners 

4. P.3 Assessment 4: Im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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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減法 

(4) 毫米和公里 

(5) 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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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電子繪本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Nad7 

GdplrxO5Yp7KzYaRjEMosSBDF5F 

閱讀《不一樣的 2020 口罩

下的微笑》 
 

英文 
Storyline Online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clark-the-shark/ 
Clark the Shark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1. 互動練習：三上 A 冊(公

里) 

2. 互動練習：三上 A 冊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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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clark-the-shark/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學校網頁學與教學科園地數學自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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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認識直角三角形 

13. 認識等腰三角形 

15. 認識等邊三角形  

常識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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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login 後→互動系統→反轉教室 

1. 預習活動：病從口入 

2. 預習活動：服用藥物的方

法 

3. 預習活動：舊式和現代化

食物生產的方法 

4. 預習活動：回到從前 

5. 預習活動：做個好顧客 

6. 預習活動：不同國家的文

化習俗 

 

 
ETV --- 食物的生產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099158988 

認識香港食物的來源及鼓勵 

學生珍惜食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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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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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ercises! 

2. chickaDEE - Back to School! 

3. Freddy's Superpower 

 
數學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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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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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兒童的科學 113—彈.動.力 

2. 兒童的科學 115—紙張重生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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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http://www.syh.edu.hk/tc/index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09915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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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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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三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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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一日，

三月二日將發放第三階段的學習安排，而有關視藝、音樂、體育、靈德育及公民教育

的網上學習資源，將於二月二十五日發放，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將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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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近義詞 

評估 8：褒義詞和貶義詞 

評估 9：成語 

評估 11：把字句和被字句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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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4 Assessment 3: Connectives 

2. P.4 Assessment 7: Question 

words(1) 

3. P.4 Assessment 9: Simple past tense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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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2)  公倍數和最小公倍數 

(3)  公因數和最大公因數 

(8)  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周界 

(9)  圖形的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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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電子繪本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Nad7 

GdplrxO5Yp7KzYaRjEMosSBDF5F 

閱讀《不一樣的 2020 口罩下的微

笑》 
 

英文 

Storyline Online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the-

rainbow-fish/ 

The Rainbow Fish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1. 數學遊戲四上 B 冊  除法配對

遊戲 

2. 數學遊戲四上 B 冊  射汽球 

3. 數學遊戲 四上 B 冊   閉合圖形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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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the-rainbow-fish/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the-rainbow-fish/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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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TV 空氣─實驗篇(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3829286650 

 

 

 

2. ETV 空氣─實驗篇(二)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99539902 

自行瀏覽學習: 

1. 觀看 ETV 空氣──實驗篇(一)、

空氣──實驗篇(二) 

 

 

2.預習課本 2 冊第 4-5 課 

 

 
 

 

 

學生獎勵計劃-十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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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10sci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自行瀏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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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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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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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 

1. DiscoveryBox-Animal 

intelligence 

2. A Wedding-Cake 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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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搜文化之旅 

2. 環保通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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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3829286650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99539902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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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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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三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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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一日，

三月二日將發放第三階段的學習安排，而有關視藝、音樂、體育、靈德育及公民教育

的網上學習資源，將於二月二十五日發放，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將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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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義詞 

評估 9:句義辨析 

評估 10:反問句 

評估 18:短段理解 

評估 19:排句成段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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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5 Assessment 1 : Adverbs 1  

2. P.5 Assessment 2 : Adverbs 2 

3. P.5 Assessment 3 :  Modals 

4. P.5 Assessment 4 : Phrasal verbs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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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2) 分數的加法和減法 

(3) 分數的加減混合計算 

(5) 多邊形的面積 

(8) 分數乘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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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電子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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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GdplrxO5Yp7KzYaRj EMosSBDF5F 

閱讀《不一樣的 2020 口罩下的

微笑》 
 

英文 

Storyline Online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tale-of-two-

beasts/ 

A Tale of Two Beasts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數學遊戲 → 五上 B 冊 14 代

數符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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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tale-of-two-beasts/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tale-of-two-beasts/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學校網頁→學與教→數學科自學天地 

http://www.syh.edu.hk 

1. 選用合適的體積單位 

2. 長方體和正方體體積 
 

常識 

1. 預習課本第 5 冊第 4 課 

 

2. 瀏覽網頁: 燦爛的中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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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搜尋關鍵字) 

1. 預習課本第 5 冊第 4 課 

 (試填寫本課各小總結部份) 

 

2. 認識兩位中國古代醫生 

   華佗   李時珍   
 

 

1. ETV --- 人物故事集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3794806532 

 

 

2. ETV ---中國歷史 人物小故事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22337992 

1.認識李時珍(選看 02:05) 

 

 

 

2. 認識華佗(選看 05:05) 

 

 
 

 

 

學生獎勵計劃-十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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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10sci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自行瀏覽學習： 

1. 學生獎勵計劃>十分科學>小

學五年級 

(利用小校園戶口及密碼登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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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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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ounting Giraffes 

2. Use It Again 

3. DiscoveryBox - Jour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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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通通識 

2. 兒童的科學 113—彈.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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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https://www.chiculture.net/index.php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379480653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22337992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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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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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不早於三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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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三月一日，

三月二日將發放第三階段的學習安排，而有關視藝、音樂、體育、靈德育及公民教育

的網上學習資源，將於二月二十五日發放，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S，現茲將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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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義詞告貶義詞 

評估 9:設問句和反問句 

評估 16:修辭 

評估 18:短段理解 

評估 19:排句成段 

 

英文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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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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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6 Assessment 2: Adjectives (2) 

3. P.6 Assessment 3: Conditionals  

數學 
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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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練習 

(1) 小數除法 

(3) 立體圖形（一） 

(6) 平均數 

(8) 棒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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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網上平台 學習活動 QR CODE 

中文 

電子繪本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Nad7 

GdplrxO5Yp7KzYaRjEMosSBDF5F 

閱讀《不一樣的 2020 口罩下 

的微笑》 
 

英文 
Storyline Online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carlas-

sandwich/ 
Carla’s Sandwich 

 

數學 
新小學數學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數學遊戲六下 A 冊(折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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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carlas-sandwich/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books/carlas-sandwich/
https://newmaths.newasiabooks.com/


 
學校網頁學與教學科園地數學自學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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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大數據的棒形圖(簡報) 

 

常識 

1. ETV: 古代科學與科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658299051 

 

2. ETV: 古代科學與科技(機械篇)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10531869 

1. 預習課本第 4 冊第 4 課 

(試填寫本課各小總結部份) 

 

2. 認識古代科學與科技  

例如: 24 氣節 、侯風地動儀 

 
 

 

 

學生獎勵計劃-十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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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10sci 

必須使用電腦登入 

自行瀏覽學習： 

學生獎勵計劃>十分科學> 

小學六年級 

(利用小校園戶口及密碼登入)  

 
明報電子報 (學生版) 

https://epaper.mingpao.com 

登入及瀏覽每日時事新聞： 

登記電郵: 

epp00583@mingpao.com 

密碼:96293783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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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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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t 

1. A friend to everyone 

2. Meet m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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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反思 

2. 科學築夢大現場 1：一起離開

地球上太空！ARRC 自製火箭 

 

 

 

 

 

 

http://www.syh.edu.hk/tc/index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658299051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10531869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https://epaper.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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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升中派位安排  
 

        4.1   教育局宣布第二次考試(第三次呈分試)取消，小六學生的派位組別將按他們在小五第三次及 

小六第一次考試的校內成績決定。 

 

        4.2   原訂於三月三十一日的中學通知正取學生家長日期，將順延至四月七日。 

 

        4.3   如家長有意放棄直資中學學位，請留意取回《家長承諾書》和《小六學生資料表》的限期 

由原訂於四月七日，順延至四月十六日。 

 

        4.4   有意申請跨網派位(最後一批)的學生家長，請於三月四日或以前，帶同地址證明文件副本， 

到校填好有關表格，逾期將無法辦理。 

 

        4.5   如有問題，請致電回校，與梁漢基副校長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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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