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級 

3月 2日至 3月 6日 
 

中文 
利用現代出版社登入電子課本，並完成以下功課： 

1. 聆聽及朗讀（延伸單元） 

2. 網練“每日一篇” 

學生在課本完成： 

1. 閱讀課文《二子學弈》 

2. 在筆記完成課後問題 1-4（書 P.76) 

3. 完成書 P.77（二） 

4. 書 P.77（四），在筆記中完成，寫 150字（計時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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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FIz0MaQNEF4Awk-QmXfIRBlu_ppV6OF?usp=sharing 

說話： 著學生在家中與家長用口語把《二子學弈》的故事說一說。 

自主學習及其他網上學習資源 
 

 

 

 

 

English 

1. HFW L 7-8 

2. EHLA iRd 2 p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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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TV 2 programmes 

  http://www.hkedcity.net/etv 

4. Online storybooks 4 stories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 

5. HKedCity STAR Paper 2 (5 tasks) & Paper 4 (Maths in Eng: 5 tasks) 

  https://e.star.hkedcity.net 

6. Google Classroom 2 tasks : Air pollution + Sight Words Level 6 Lesson 1 - 5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FIz0MaQNEF4Awk-QmXfIRBlu_ppV6OF?usp=sharing
http://www.cpcps.edu.hk/internal_castle/attachment/upload/1920/ch_ss_2.pdf
https://id.ehlacademy.org/login
http://www.hkedcity.net/etv
https://www.storylineonline.net/
https://e.star.hkedcity.net/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數學 
1）利用以下資源自學八課 

a. 現代教育網站 
自學區 
  -電子課本 
  -螢火蟲教室-圓周 
http://cloudweb.mers.hk/datastore/sound/primary/maths2014/firefly_mp4/621_cS6A03.mp4 

  -教育電視-周界(二)之少年 pi 
互動教學工具 

-半圓的計算 
b. iclassroom 教學影片 

https://www.iclassroom.com.hk/main 
-櫻桃和藍莓的圓形世界 

2）完成書 P. 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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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 A單元二) 

b. iclassroom自選科目學習 
數學科 – 小數除法(一至四) 

 

常識科 
網上學習資源 

1. 閱讀增潤單元(第 1課)植物的生長和繁殖 P.2-5 
https://bit.ly/2lAWqkg 

2. 時事通通識-->新聞速讀 
3. 光合作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h_EKfSboL-OnB-
ZrCnT6wbSZbOMbiov/view?usp=sharing 

4. 花朵各部份的功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OxVcMa4cZJj9wd79XsJyIu2G_p7_cgL/view?u
sp=sharing 

5. 認識花的構造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J3RsphPAhH5B6h0aF9pfvkd8WZAdvWU/view?u
sp=sharing 

6. ETV:植物王國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11207919 

7.Google Classroom(戶口資料，詳見 school app另傳檔案) 
網上功課 

1.電子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WdYLPNvYQ-
e9dOf7MSdlfPgypC8BBBT/view?usp=sharing 

2. ILONGMAN常識科電子書時事通通識--> 時事挑戰站(每周 1次) 
3.KAHOOT CHALLENGE 6C冊第 3課小測 

(https://kahoot.it/challenge/022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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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 
一.登入培生朗文說好普通話之學生園地，完成 

1.趣味自學區之短片 
2.網上擂台之每週聆聽、每週測試（第 26週） 

二.可登入 google classroom，每天朗讀第二課詞語、課文 3次 

 

音樂科 
登入朗文音樂：樂理教室：音符時值（節奏 5） 

欣賞聖詠 A new commandment  

https://youtu.be/jT0ygUgPvP0 

 

電腦科 
1）利用以下資源自學: 

    請登入 iclassroom 完成 I.T. 科的網絡安全(一) 及 駭客 / 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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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電視 – 沉迷上網: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634771720 

2)登入 Google Clasroom完成課堂小測驗：互聯網上的操守 (允許 Flash) 

3)登入 Google Clasroom完成電子習作：互聯網上的操守 (允許 Flash) 

4)登入 Google Classroom，按連結觀看電子網絡急救達人短片: 

認識基本的相關網絡法例。 

 

圖書 
圖書自學站: 
1. 同學可以登入以下網站閱讀四本有關抗疫的繪本，四本繪本包括《抗疫同行故事書》、

《不一樣的 2020 口罩下的微笑》、《抗疫小夥伴》及《給孩子的防疫繪本》。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page_5e4cdac4316e8358673c9869 

2. 在書裏環遊世界:同學可以登入以下網站，試閱四本書籍，包括《最高的山．最深的
海：世界自然奇觀》、《手繪百科──偉大的世界奇跡》、《小達爾文探險日記──極地 
冰川》及《伊巴謙的一天》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resource/5de62b5b2e95884e77ea39a0 

3. 「以讀攻毒」網站主要是推廣電子閱讀，當中分為小學生、中學生、一般讀者和有聲書
等。有些書籍在特定期間，可全書免費閱讀。
https://www.readtogether.hk/detail/11 

 

視藝科 
預習： 

https://youtu.be/jUARXbamB70 

https://youtu.be/1ZWqwg1h3lo 

 

體育科 
有氧建肺操：https://youtu.be/H43cmp-2xiI 

  

https://youtu.be/jT0ygUgPv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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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1ZWqwg1h3lo
https://youtu.be/H43cmp-2xiI


宗教科 
1. 每天 5分鐘，聆聽《與鮑思高同行 30天》的一節生活點片段，反思生活，學習祈禱。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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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靜思好處多」P.12-19 

 

5. 登入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進行下列活動： 
5.1觀看教學簡報「第六課：靜思好處多」 
5.2聆聽歌曲《靜中妙處》 
5.3回答反思題目 

http://www.voiceofmary.org.mo/VoiceOfMary/jsp/walk-with-bosco-30days.jsp
https://classroom.goog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