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級 

3月 23日至 3月 27日 
 

中文 
利用現代出版社登入電子課本(四下二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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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字典（九）”我的詞庫”中所有詞語。 

2. 在筆記完成課後問題（六）1-4。 

3. 完成書 P.13 品德情意，假如自己跟朋友吵架，事後會否主動跟對方和好如初？ 

並解釋原因後，說出會用甚麼方法跟朋友和好如初。 

4. 完成書 P.14。 

5. 完成書 P.15 後，根據課文內容，分析「我」怎樣借小木船抒發感情，然後在橫線上

寫上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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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dwAQiSV93B-ntvdH8uUQH08L5xzJxj6?usp=sharing 

自主學習及其他網上學習資源 
 

 

 

English 

1.Read Ch.4, do BK P.34 

2.i-Long Ch4 

3.Read BK P.74 verb table (present + past tense) 

4.HKedCity STAR 3 tasks (2 readings + 1 listening) 

https://e.star.hkedcity.net 

5.Google Classroom 1 task + watch Ch 1 PPT (Part 2)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6.Learning English Kids-Grammar practice: Simple present and simple 

continuous + games x2;Nouns-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 games x2   

https://learnenglishkids.britishcouncil.org/zh-hant/grammar-vocabular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dwAQiSV93B-ntvdH8uUQH08L5xzJxj6?usp=sharing
http://www.cpcps.edu.hk/internal_castle/attachment/upload/1920/ch_ss_7.pdf
https://e.star.hkedcity.net/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https://learnenglishkids.britishcouncil.org/zh-hant/grammar-vocabulary


數學 
1）利用以下資源自學 11課 

a. 現代教育網站 
自學區 
-電子課本 
-螢火蟲教室-同分母分數的加減 學習增值區 
http://cloudweb.mers.hk/datastore/sound/primary/maths2014/psm/421/421_11_
p98.mp4 
-教育電視-分數（二） 

互動教學工具-麵包西餅店 
b. Google classroom 

2）完成書 11課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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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下 A（單元四) 

 
 
 

常識科 
網上學習資源 
1. 閱讀 D冊單元一(第 1課) (登入朗文網頁-->電子學習資源-->電子課本及作業) 
2. 時事通通識-->新聞速讀 
3. ETV教育電視: 香江傳奇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57249052 
   區區有歷史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064460320 
4. 教育資訊短片: 

中國文化研究院—鴉片戰爭，點選影片 
https://hk.chiculture.net/0118/html/index.html 

   香港法定古蹟 
   https://m.youtube.com/watch?v=dSRx2orSRYY 
5. 教學講解 C冊第二課（必須登入 Google classroom 收看） 
6. Google Classroom(戶口資料，詳見 school app 另傳檔案) 

網上功課 
1. 電子課本及作業-->目錄(左下角)-->Resource--> 

D 冊單元一(第 1課) 電子練習 (每課 3個) 
2. 時事通通識--> 時事挑戰站(每周 1 次) 
3. iclassroom 自選科目學習(戶口資料，詳見 school app 另傳檔案) 
   四年級：認識地球（一） 
4. KAHOOT CHALLENGE 4C 冊第 6課小測 

https://kahoot.it/challenge/0870145 
 
 
 
 
 

http://cloudweb.mers.hk/datastore/sound/primary/maths2014/psm/421/421_11_p98.mp4
http://cloudweb.mers.hk/datastore/sound/primary/maths2014/psm/421/421_11_p98.mp4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5724905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064460320
https://hk.chiculture.net/0118/html/index.html
https://m.youtube.com/watch?v=dSRx2orSRYY
https://kahoot.it/challenge/087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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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子（二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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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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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樹葉拓印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CKiV0uphn0&list=PL1yM4pqE6jn0KMTvSTL3mVn4ecs0

V_iVY&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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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rCKiV0uphn0&list=PL1yM4pqE6jn0KMTvSTL3mVn4ecs0V_iVY&index=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CKiV0uphn0&list=PL1yM4pqE6jn0KMTvSTL3mVn4ecs0V_iVY&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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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塔冷通」(書 P.18-23) 

 

5. 登入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進行下列活動： 
5.1觀看教學簡報「第八課：善用塔冷通」 
5.2聆聽歌曲《善用塔冷通》 
5.3回答反思題目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