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級 

3月 16日至 3月 20日 
 

中文 
利用現代出版社登入電子課本，著子女在家中溫習： 

1. 家長在家中著學生寫第一冊中的詞語。 

如有需要，可下載格仔紙：一至三年級(格仔紙) 
 

                        四至六年級(格仔紙) 

香港小學學習表-本程式根據教育局《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指引設計，有效幫助小學生

認識中文字的正確筆順。 https://chineselearning.omghomework.com/search 
 

中文科（課文朗讀音檔、語文知識簡報、段意及主旨簡報）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hsJu5THOCAuIC0dbeNpLvig3K3SNz-Z?usp=sharing 

說話： 朗讀第一冊詞語及課文 1次 

自學網上功課：每日一篇 

Iclassroom 評估二 

google classroom 網上練習 2份及簡報 1 個 

自主學習及其他網上學習資源 
 

 

 

 

 

English 

1. Textbook P.26-27 

2. EHLA iRd 2 packs 

  https://id.ehlacademy.org/login (Go to 'My Corner' to do the tasks) 

3. Google Classroom Task 4: (Watch a video + answer 5 MC questions) + Watch 

Ch.1 Powerpoint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4. HKEdCity STAR Paper 4 (with 2 tasks) 

  https://e.star.hkedcity.net 

5. RI (1A: P.32-33, 1C: P.36, 1B&1D: P.34-35) 

6. HW (1A: P.24-25, 1B&1C: finished, 1D: P.30-31) 

7. Spell VB Ch. 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ElKmU_XePZCM33bBOlNBr9Fd_SfzS6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K20EVSrxCRUMgDUzSVjdvVeVjtUDRww/view?usp=sharing
https://chineselearning.omghomework.com/searc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hsJu5THOCAuIC0dbeNpLvig3K3SNz-Z?usp=sharing
http://www.cpcps.edu.hk/internal_castle/attachment/upload/1920/ch_ss_6.pdf
https://id.ehlacademy.org/login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https://e.star.hkedcity.net/


數學 

1) 利用以下資源自學第十二至十三課  

a.現代出版社網站  

自學區  

-電子課本  

-教育電視：1下 B 減法(一) 

2)溫習 18以內的組合，並完成書第十二至十三課 

3)重溫第二至三課 

Google classroom 

觀看影片「P.1 一下 A Ch2(1-3)、P.1 一下 A Ch3(1-4)」 

4)完成以下網上練習  

a.現代教育網站練習區  

-每日十題  

-每周挑戰  

-網上單元評估（1 下 A 單元五)  

b.4D 網練（評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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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lassroom 自選科目學習  

https://www.iclassroom.com.hk/main 

數學科：時間 (小時、年、月、日、星期)(一)、(二)、(三)  

d.STAR - 香港教育城  

https://e.star.hkedcity.net/math_zh  

練習七至八 

 

 

常識科 
網上學習資源 

1. 閱讀書 P.26-28 

2. 第四課教學講解(2) (必須登入 GOOGLE CLASSROOM 收看) 

3. 朗文網頁-->時事通通識-->新聞速讀 

4. 水務署省水短片：https://www.wsd.gov.hk/tc/publications-and-

statistics/video/index.html?cat=8 

網上功課 

1. 完成紙本書 P.26, 27 

2. Kahoot: 1C 冊第 4 課小測 2 (https://kahoot.it/challenge/0490530) 

3. Google classroom 電子練習(2 個) 

4. 朗文網頁-->時事通通識-->時事挑戰站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www.iclassroom.com.hk/main
https://e.star.hkedcity.net/math_zh
https://www.wsd.gov.hk/tc/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video/index.html?cat=8
https://www.wsd.gov.hk/tc/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video/index.html?cat=8
https://kahoot.it/challenge/0490530


普通話 
一.登入培生朗文說好普通話之學生園地，完成網上擂台之每週聆聽、 

每週測試（第 28週） 

二.登入 google classroom,朗讀第一至三課課文 3 次 

 

 

音樂科 
登入朗文音樂  

P.1: 朗文音樂網站：電子工作紙 1 上(2) 

欣賞聖詠：香港天主教頌恩 384奇妙救恩 

https://youtu.be/P3RdxbpRnPU 

 

 

電腦科 
1. Google Classroom (戶口資料，詳見 school app 另傳檔案)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收看第一課重點短片 

 

 

圖書 
圖書自學站: 

1.《資優數學與科技》，公開過往兩期《資優數學與科技》全書電子版，供各同學網上
或下載閱讀(不能列印) : 

• 141期 (2018年 9月) 
• 142期 (2018年 10 月) 

http://mt.m-t.hk/sample.asp 
2. 《小校報》是小校園製作的生活知識月刊，內容有漫畫、文章和多媒體資源，讓同

學輕鬆學習語文和科學知識。  
https://www.hkedcity.net/funpost/ 
 
 

視藝科 
一年級：油粉彩技巧 — 刮畫法 
https://youtu.be/WHQWTQ7M38A 

 

 

成長課 
1. 請同學先收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7d2dXHYb94 

2. 看完影片後，請進入 https://forms.gle/L1pwYWTsbBXFNmCU9 的表格，完成問題。 

  

https://youtu.be/P3RdxbpRnPU
http://mt.m-t.hk/sample.asp
https://www.hkedcity.net/funpost/
https://youtu.be/WHQWTQ7M38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7d2dXHYb94
https://forms.gle/L1pwYWTsbBXFNmCU9


宗教科 

1. 於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耶穌教你齊抗疫」填色小冊子進行反思活動 

 

2. 每天祈禱： 
星期一 請為家人親友祈禱： 

天父，我愛我的家人和朋友，求你賜給他們健康，保護他們平安上班，平安歸
家，大家每天開開心心地生活!亞孟。 

星期二 請為個人祈禱： 
天父，我願意注重衞生和飲食，維持身體健康，學習保護自己和家人，做個負責
任的好孩子。求你幫助我，亞孟。 

星期三 請為醫護祈禱： 
醫護人員照顧染了疫症的病人，十分勇敢，十分辛勞!求你祝福他們，賜他們健康
和平安，亞孟。 

星期四 請為病人和他們的家人祈禱： 
染了疫症的人和他們的家人都十分擔心，十分不安。求你安慰病人和他們的家
人，賜給他們平安，並祝福病人早日康復。亞孟。 

星期五 請為地球祈禱： 
天父，地球先生染了疫症，大家都很擔心，求你賜我們智慧和力量，大家守望相
助，合力快快治好她!亞孟。 

星期六 請為學校祈禱： 
天父，我知道校長、老師、書記、工友和同學們都掛念我，我也很掛念他們。求
你祝福他們健康、喜樂和平安。亞孟。 

星期日 請為悔改的心祈禱： 
天父，由於人們沒有聽從你的教導生活，才會發生這次疫症。求你使人們悔改，
學會治理大地，使大家不再受病毒的侵害。亞孟。 

 

3. 每天誦唸「聖人羅格除疫主保誦」： 

 
 

4. 閱讀課本《踏上星光途》「第八課：背起十字架」(書 P.14-17) 

 

5. 登入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進行下列活動： 
5.1 觀看教學簡報「第八課：背起十字架」 
5.2 聆聽歌曲《助人真好》 
5.3 回答反思題目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