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3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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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 

(答案將於四月六日發放) 

 

敬啟者： 

由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小學難以在五月中旬或之前復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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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至四月二十日。  如學生因

沒有可用作電子學習裝置，而未能進行電子學習，家長可於四月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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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的網上學習答案已於三月三十日發放，請家長自行訂正。 

 

下一階段：課堂教學錄影安排 

因疫情影響，教育局已宣佈無限期停課，直至另行通告。本校於下一

階段的網上學習安排，將由教師根據原本的教學進度，製作課堂教學錄

影，開始教授新內容。因有關教學內容為全新，學生如遇有困難，可翻看

重溫。有關內容在復課後將不會再次教授，請家長務必安排子女完成，為

子女的復課作好準備。 
 

請家長密切留意 SCHOOL APP 在四月二十一日的公佈，並督促  貴子女盡力完成。現茲將第五階

段安排詳情臚列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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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i3Jzao7wepz7pf6 
說明文寫作-點列式  

英文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MYd7TUEnsmHdi47t9 

5A Unit6 - Out and about in Hong 

Kong  

– Present Perfect Tense & "have 

you ever been to "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6hPCqwjoyAkbq1hq7 

5B Unit 3 – Getting around Hong

 Kong 

– Use of gerunds 

 

數學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2yGBscRkBuSdNcFR6 
1. 小數減法算式題(齊位)  

https://forms.gle/FUi3Jzao7wepz7pf6
https://forms.gle/MYd7TUEnsmHdi47t9
https://forms.gle/6hPCqwjoyAkbq1hq7
https://forms.gle/2yGBscRkBuSdNcFR6


數學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NvT9SyLqZ2wPqtCXA 
2. 小數減法算式題(不齊位)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Rd2QLEQLfha3x2Zi7 
3. 小數連減法算式題  

常識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p6gYL8JUqiRxW9he6 

1.練習 –中國古代聖賢：范仲

淹 

 

2.溫習課本第5冊第3-4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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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工作紙已上戴學校 GOOGLE DRIVE，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mobile/folders/1

KTnC1nOd1xDBDsaL1hWxQdn6SGqA45QA 或 右方的 QR CODE 下載，學生可以列印或以白紙

手寫作答，答案將於四月六日發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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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創教育(中國語文) 自學工作紙  

 自由寫作 
題目：我的防疫小秘訣 / 

      我在停課的日子(二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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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四邊形面積 

2. 三角形面積 

3. 梯形面積 

 

常識 
1. e-Sm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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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反轉教室練習 

登入 e-Smart2.0→反轉教室→ 

聲音的探索  

 

2.ETV- 樂在 STEM 中(上)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643569546 

 

3.ETV- 樂在 STEM 中(下)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534071065 

1. 瀏覽學習-觀看 ETV 
 

 

 

https://forms.gle/NvT9SyLqZ2wPqtCXA
https://forms.gle/Rd2QLEQLfha3x2Zi7
https://forms.gle/p6gYL8JUqiRxW9he6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mobile/folders/1KTnC1nOd1xDBDsaL1hWxQdn6SGqA45Q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mobile/folders/1KTnC1nOd1xDBDsaL1hWxQdn6SGqA45QA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643569546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534071065


音樂 

新小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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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music 

(學生園地 > 學習加油站 > 音樂挑戰站) 

音樂挑戰站 

五上(三)、五上(四) 
 

 

古典樂期 (1750~1820) 

古典樂期音樂家 

貝多芬 Beethoven, Ludwig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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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ser/beethoven.html 

1.認識古典樂期音樂家 

貝多芬 Beethoven, Ludwig van 

 

 

2.聆聽貝多芬其中出名的作

品:給愛麗絲  

 

體育 

體適能遊戲 - 左放右擺 

(如沒有呼拉圈及球，可運用其他合適家庭

用品取代) 

http://home.eduhk.hk/~teachpe/PE-fitness/page/ga

me.html 

鍛鍊活動須在家長陪同下進

行 
 

 

親子體適能遊戲 - Give Me Five 

http://home.eduhk.hk/~teachpe/PE-fitness/page/ga

me.html 
與家長一同進行鍛鍊活動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E10MDs4NV4k

fQrGjEZE_2gkxAy4RU0b/view?usp=sharing 

「我要每天做運動」記錄表 

 

聖經 小學生抗疫祈禱文 

閱讀《小學生抗疫祈禱

文》，跟著禱文在家中祈

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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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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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s://www.yingleemusic.com/cht/students/addoil_music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eethoven.html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music/tm/composer/beethoven.html
http://home.eduhk.hk/~teachpe/PE-fitness/page/game.html
http://home.eduhk.hk/~teachpe/PE-fitness/page/game.html
http://home.eduhk.hk/~teachpe/PE-fitness/page/game.html
http://home.eduhk.hk/~teachpe/PE-fitness/page/game.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E10MDs4NV4kfQrGjEZE_2gkxAy4RU0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E10MDs4NV4kfQrGjEZE_2gkxAy4RU0b/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b8alec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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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方向 

2. 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 6 
 

閱讀 

三至六年級親子/星級閱讀獎勵計劃閱讀

記錄改動 

https://qrgo.page.link/YPgdm  

因復課日期未定，圖書館就本

學年親子/星級閱讀獎勵計劃有

所改動，請各家長及同學留

意。  

 
慈幼葉漢千禧圖書館網上閱讀資源庫 

https://sites.google.com/view/librarysyh/ 

圖書館整理了網上不同類型的

閱讀資源成一網頁。同學可以

使用網頁內提供不同類型資源

進行閱讀及完成親子閱讀獎勵

計劃。家長亦可於此網頁瀏覽

一些合用的親子閱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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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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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https://hkebk.benchmarkuniverse.com/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https://qrgo.page.link/YPgdm
https://sites.google.com/view/librarysyh/
https://forms.gle/mYkhV4xyDfrT5UgU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