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級 

3月 23日至 3月 27日 
 

中文 
利用現代出版社登入電子課本(一下二冊），並完成以下功課： 

1.聆聽及朗讀（九） 

2.網練“每日一篇” 

學生在課本完成： 

1.預習（九）P.9 

2.查看（九）我的詞庫”中所有詞語 

3.完成課後問題（九）1-4 

4.完成書 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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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學生在家中與家長討論書 P.12 品德情意 

自學：完成書 P. 13，另外寫上 2個「筆順：底艇寫最後」的字及 2個「部件水（氵）」

的字在書上。 

功課：google classroom 網上練習 2份 

自主學習及其他網上學習資源 
 

 

 

 

 

English 

1. Read textbook P. 28-29 

2. EHLA iRd 1 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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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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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atch Ch.1 Powerpoint (Grammar)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4. HKEdCity STAR Paper 5 (Maths in English) 

https://e.star.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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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W (1A: P.26-27, 1B,1C,1D: finished) 

7. Spell VB Ch. 3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hsJu5THOCAuIC0dbeNpLvig3K3SNz-Z?usp=sharing
http://www.cpcps.edu.hk/internal_castle/attachment/upload/1920/ch_ss_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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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至十五課  
a. 現代出版社網站  

自學區  
-電子課本  
-教育電視：1下 B 基本減法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08120705 

2)溫習 18以內的組合，並完成書第十四至十五課 
3)重溫第四至五課 
Google classroom 
觀看影片「P.1 一下 A Ch4、P.1 一下 A 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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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D 網練（評估 15）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c.iclassroom 自選科目學習  
https://www.iclassroom.com.hk/main 
數學科：立體圖形 (柱體、錐體和球體)(一)、(二) 

d.STAR - 香港教育城 
https://e.star.hkedcity.net/math_zh 
練習九至十 

 

 

常識科 
網上學習資源 

1. 閱讀書 P. 29-31 

2. Google classroom 第 5課教學講解(必須登入 GOOGLE CLASSROOM 收看) 

3. 朗文網頁-->時事通通識-->新聞速讀 

4. 認識低碳生活  

http://apps.hkedcity.net/media/play/playVideo_responsive.php?vFileID=739

93&vAutoStart=false&vStartTime=0&map=) 

網上功課 

1. 朗文網頁-->電子課本-->目錄(左下角)-->Resource-->第 5課電子練習(3 個) 

2. Kahoot: 1C 冊第 5 課小測(https://kahoot.it/challenge/0316390) 

3. 完成紙本書 P. 30 

4. Google classroom 電子練習(2 個)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08120705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https://www.iclassroom.com.hk/main
https://e.star.hkedcity.net/math_zh
http://apps.hkedcity.net/media/play/playVideo_responsive.php?vFileID=73993&vAutoStart=false&vStartTime=0&map
http://apps.hkedcity.net/media/play/playVideo_responsive.php?vFileID=73993&vAutoStart=false&vStartTime=0&map
https://kahoot.it/challenge/031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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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週） 

二.登入 google classroom,每天朗讀第四課課文、詞語 3 次（共 15 次） 

 

 

音樂科 
1.網上功課：登入朗文音樂：樂理教室：音高（聲音的高低） 

欣賞聖詠：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https://youtu.be/6Vg5RwkkejI 

欣賞聖詠：何處有仁 

https://youtu.be/-Ho3joY5n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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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收看第二課重點短片：認識搜尋器 
 

 

圖書 
圖書自學站: 
1. 香港閱讀城－數學圖書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category/c27 
2. HyRead 電子書（輸入公共圖書館證號碼）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isclaimer/89392/hyread-
ebook 

3. FunPark 童書夢工廠（輸入公共圖書館證號碼）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isclaimer/129937/funpark 

 
 

視藝科 

一年級：花與花瓶畫法參考 

https://youtu.be/ioJ6E4NEyiw 

 

 

成長課 

1. 請同學收看影片 https://youtu.be/TJfjCgYOQ68。  

https://youtu.be/6Vg5RwkkejI
https://youtu.be/-Ho3joY5ncU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category/c27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isclaimer/89392/hyread-ebook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isclaimer/89392/hyread-ebook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isclaimer/129937/funpark
https://youtu.be/ioJ6E4NEyiw
https://youtu.be/TJfjCgYOQ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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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