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級 

8/6-12/6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課業回饋 

1.(教學片 1)課業表現

回饋 

2.(教學片 2) 功課講

解+復課注意事項 

 

1. 參考作文工作紙

【九】之答案，   

    有需要的可先改

正 

2. 完 成 鞏 固 練 習

P.60-61(躍思補充練 

     習 ), 並拍照上

傳 

3. 完成增潤工作紙

(一), 並拍照上傳 

4. 完成仍未完成的

停課功課 

 

重溫全部課文 1 次 

英文科 

(1) Unit 6 Grammar 1 

(2) Unit 6 Grammar 2 

(3) Phonics T 

(1) Please watch 

“1B_Unit 6_Grammar 

1”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 6_Grammar 

2”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T” via google 

classroom 

(1) W.B. p.31-32 

(2)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0349914) 

(3)  T.B. p.54 

(4) Check the answers 

on W.B p.30, T.B p.54 

& List p.17-19. 

數學科 

1. 1 下 B 冊－單元四至

六：重溫 

● 重溫單元四至六的

學習重點 

1. 1 下 B 單元四至六

重溫(影片一).mp4 

觀看教學影片並同時

完成練習。 

 

完成以下功課： 

1.1 下 B 冊－單元四

至 六 重 溫 Google 

Form 



常識科 
環保過節 (1)教學簡報: 環保過

節 

(1)Google Form: 環

保過節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6-5/6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寫作教學 

 

 

1. (教學片 1)課業表現

回饋 

2. (教學片 2) 寫作教

學 

3. (教學片 3) 功課講

解 

1. 核對 5 月 26 日的

功課，並改正 

2.作文(九)工作紙 

3. 語練 

 

朗讀 

第十六課  

乒乓球又圓了 

英文科 

(1) Unit 6 Vocabulary 

(2) Unit 6 Reading 

(3) Phonics S 

(1) Please watch 

“1B_Unit 

6_Vocabulary”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 6_Reading”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1) W.B. p.30 

(2)  T.B. p.54 

(3) Phonics WS 

(4) Listening Unit 5 

p.17-19 

(5) Check the answers 

on W.B p.28-29 & G.B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Phonics S” via google 

classroom 

p.24-25. 

數學科 

1. 1 下 B－單元四 第

十四課 硬幣的使用 

● 學習使用硬幣 

● 以最簡便的方法付

款 

1.1 下 B 第 14 課硬幣

的使用(影片一).mp4 

2.1 下 B 第 14 課硬幣

的使用(影片二).mp4 

3. 回饙影片.mp4 

觀看教學影片並同時

完成第 14 課中的練

習。 

 

完成以下功課： 

1. 1 下 B 作業 P.6-7 

2. 1 下 B 綠工 P.5-6 

3. 1 下 B 書 練習 14 

P.25-26 

常識科 

逃出家居陷阱 (1)教學簡報: 逃出家

居陷阱 

(2)教學簡報: 家居安

全海報設計 

(1)家居安全海報設計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5/5-29/5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第十六課 乒乓球又

圓了 

2. 聆聽 

1.(教學片 1)課業表現

回饋 

2. (教學片 2) 第十六

課 乒乓球又圓了 課

1. 核對 5 月 19 日的

功課，並改正 

2.作業 P.25-27 

3. 語文練習(第十六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文  

3. (教學片 3) 第十六

課 語文基礎知識   

課) 

4.課本 P.78,81 

5. GOOGLE FORM： 

聆聽工作紙(四)6. 朗

讀第 16 課課文及詞

語 2 次 

 

朗讀 

第十六課  

乒乓球又圓了 

英文科 

(1) Unit 5 Grammar 2 

(2) Phonics R 

(1a) Please watch 

“1B_Unit 5_Grammar 

2_Part 1” via google 

classroom 

(1b) Please watch 

“1B_Unit 5_Grammar 

2_Part 2” via google 

classroom 

(2)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R” via 

google classroom 

(1a) W.B. p.28-29 

(1b) G.B p.24-25 

(1c)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1466293) 

(2) Phonics WS 

(3) Check the answers 

on W.B p.27 & G.B 

p.22-23. 

數學科 

1. 1 下 B－單元四 第

十三課 價錢牌 

● 讀出價錢牌 

1.1 下 B 第 13 課價錢

牌(影片一).mp4 

2.1 下 B 第 13 課價錢

牌(影片二).mp4 

3. 回饙影片.mp4 

觀看教學影片並同時

完成第 13 課中的練

習。 

 

完成以下功課： 

1. 1 下 B 作業 P.4-5 

2. 1 下 B 綠工 P.3-4 

3. 1 下 B 書 練習 13 

P.17 

常識科 

4 冊 3 家居安全 (1) 教學簡報:家居安

全守則和發生意外時

的處理方法 

(2) ETV: 家居安全 

(1) 4 冊 3 家居安全:

作業 P.6-7 

(2) 4 冊 3 家居安全:

工作紙 4 冊 3 

 

朗讀 4 冊 3 課文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8/5-22/5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第十五課 公雞和狼

(語基) 

2. 說話(二)教學 

1.(教學片 1)課業表現

回饋 

2. (教學片 2) 第十五

課 語文基礎知識 

3. (教學片 3) 說話

(二)教學 

1. 核對 5 月 12 日的

功課，並改正 

2.作業 P.23,24 

3. 語文練習(第十五

課) 

4.課本 P.74-75 

5. GOOGLE FORM：

說話工作紙(二)家長

評估表 

6. 朗讀第 15課詞語

2 次 

 

朗讀 

第十五課 : 

公雞和狼 

英文科 
(1) Unit 5 Grammar 1 

(2) Phonics Q 

(1a) Please watch 

“1B_Unit 

5_Grammar1_Part 1” 

(1a) W.B p.27 

(1b) G.B. p. 22-23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via google classroom 

(1b) Please watch 

“1B_Unit5_Grammar 

1_Part 2” via google 

classroom 

(1c) Please watch 

“1B_Unit 

5_homework”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Q” via google 

classroom 

(1c)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2587887) 

(2) Phonics WS 

(3) Check the answers 

on W.B p.26, T.B. p.46 

& List p.13-15. 

  

數學科 

1. 1 下 B－單元四 第

十二課 香港的硬幣 

● 辨認香港的流通硬

幣 

● 進行硬幣的換算。 

1.1 下 B 第 12 課香港

的硬幣(影片一).mp4 

2.1 下 B 第 12 課香港

的硬幣(影片二).mp4 

3. 回饙影片.mp4 

觀看教學影片並同時

完成第 12 課中的練

習。 

 

完成以下功課： 

1. 1 下 B 作業 P.2-3 

2. 1 下 B 綠工 P.1-2 

3. 1 下 B 書 練習 12 

P.10-11 

常識科 

4 冊 3 家居安全 (1) 核對 4冊 2的作業

和工作紙(查看置頂的

文件夾) 

(2) 教學簡報:家居意

外和家居安全守則 

(3)登入 e-Smart 平台

(https://e-smart2.ephhk

.com) 

 觀看翻轉教室(家居

安全要留意)  

(1) Google Form:家居

意外和家居安全守則 

(練習一) 

(2)翻轉教室(家居安

全要留意)的練習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1/5-15/5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第十五課 公雞和狼

(課文) 

2. 寫作教學 

1.(教學片 1)課業表現

回饋 

2. (教學片 2) 第十五

課 公雞和狼 課文 

3. (教學片 3) 寫作教

學 

1. 核對 5 月 5 日的功

課，並改正 

2. 一 下 二 冊 作 業

P.21,22 

3.語文練習 (第十五

課) 

4.作文(八) 

5.課本 P.72 

6.朗讀第 15 課課文 2

次 

 

朗讀 

第十五課 : 

公雞和狼 

英文科 

(1) Unit 5 Vocabulary 

(2) Unit 5 Reading 

(3) Phonics P 

(1a) Please watch 

“1B_Unit 

5_Vocabulary”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5_Reading”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P” via google 

classroom 

(1) W.B p.26 

(2) T.B. p.46 

(3) Phonics WS 

(4) Listening Unit 4 

p.13-15 

(5) Check the answers 

on G.B p.12-13 & W.B 

p.19-2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數學科 

1. 1 下 B－單元五 第

十七課 年月日 

● 認識一年有 12 個

月。 

● 讀出月曆的「年」、

「月」、「日」和「星

期」 

1.1 下 B 第 17 課年月

日(影片一).mp4 

2.1 下 B 第 17 課年月

日(影片二).mp4 

3. 回饙影片.mp4 

觀看教學影片並同時

完成第 17 課中的練

習。 

 

完成以下功課： 

1. 1下B 作業P.14-16 

2. 1下B 綠工P.11-12 

3. 1 下 B 書 練習 17 

P.53 

常識科 

4 冊 2 家居整潔和衛生 (1) 教學簡報:保持家

居整潔和衞生 

(2) ETV: 我是家中好

孩子 

(1)4 冊 2 家居整潔和

衛生:作業 P.4-5 

(2)4 冊 2 家居整潔和

衛生:工作紙 4 冊 2 

(3)Google Form:我是

家中好孩子 (練習一) 

 

朗讀 4 冊 2 課文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4/5-8/5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 第十三課 夏天來

了  

1. (教學片 1)課業表

現回饋 

1.核對 4月 28日的功

課，並改正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2. 第十三課 語文基

礎知識 

3. 聆聽（三） 

2. (教學片 2) 第十

三課 夏天來了 課文 

3. (教學片 3) 第十

三課 語文基礎知識 

 

2. 一 下 二 冊 作 業

P.15-17 

3. 語文練習 

4. GOOGLE FORM： 聆

聽工作紙(三)   

5. 課本 P.52 

6. 朗讀第 13課課文

及詞語 2次 

 

朗讀 

第十三課： 

夏天來了 

英文科 

(1) Unit 3 Revision 

(2) Unit 4 Revision 

(3) Phonics N 

  

(1a) Please watch 

“1B_Unit3_Revision”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4_Revision”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N” via google 

classroom 

(1a)G.B. p.12-13 

(1b) Quizizz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823751) 

(2a)W.B p.19-21 

(2b) Quizizz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562810) 

(3) Phonics WS 

數學科 

1. 1 下 B－單元五 第

十六課 星期 

● 認識一星期內各天

的名稱 

1.1 下 B 第 16 課星期

(影片一).mp4 

2.1 下 B 第 16 課星期

(影片二).mp4 

3. 回饙影片.mp4 

觀看教學影片並同時

完成第 15 課中的練

習。 

 

完成以下功課： 

1. 1下B 作業P.12-13 

2. 1 下 B 綠工 P.9-10 

3. 1下B書 練16 P.48 

常識科 
4 冊 2 家居整潔和衛生 (1)核對 4 冊 1 的作業

和工作紙(查看置頂的

(1) Google Form: 舒

適的家居和良好的個



文件夾) 

(2) 教學簡報:舒適的

家居和良好的個人 

生活習慣 

(3)登入 e-Smart 平台

(https://e-smart2.ephhk

.com) 

觀看翻轉教室(家居害

蟲不要來)  

人生活習慣(練習一) 

(2)翻轉教室(家居害

蟲不要來)的練習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7/4-1/5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寫作教學 

(2)說話教學 

1. (教學片 1)課業表

現回饋 

2. (教學片 2)寫作教

學 

3. (教學片 3)說話教

學 

1. 核對 4月 21日的

功課，並改正 

2. GOOGLE FORM：說

話工作紙(一)家長評

估表 

3. 作文(七) 

4. 語文練習(預習) 

 

朗讀 

第十二課：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摩天輪 

英文科 

(1) Unit 2 Revision 

(2) Phonics M 

(1a) Please watch 

“1B_Unit2_Revision 

1” via google 

classroom 

(1b) Please watch 

“1B_Unit2_Revision 

2”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M” via google 

classroom 

(1a) W.B p.10-13 

(1b)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 

(2) Phonics WS 

(3) Check the answers 

on G.B p.2-5 

 

數學科 

1. 1 下 B－單元五 第

十五課 報時 

● 認識「時」和「半時」 

● 以「時」和「半時」

報時 

1.1 下 B 第 15 課報時

(影片一).mp4 

2.1 下 B 第 15 課報時

(影片二).mp4 

3. 回饙影片.mp4 

觀看教學影片並同時

完成第 15 課中的練

習。 

 

完成以下功課： 

1. 1下B 作業P.10-11 

2. 1 下 B 綠工 P.7-8 

3. 1 下 B 書 練習 15 

P.40-41 

常識科 

4 冊 1 家中的物料和能

源 

(1) 教學簡報: 家中

物品和節約能源 

(1)   4冊 1家中的

物料和能源: 

作業 P.2-3 

(2)   4冊 1家中的

物料和能源: 

工作紙 4冊 1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0/4-24/4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第十二課：摩天輪 

(2) 語文基礎知識 

 

1. (教學片 1)課業表現

回饋 

2. (教學片 2) 第十二

課 摩天輪 課文 

3. (教學片 3) 第十二

課 語文基礎知識 

1.核對假期功課，並

改正 

2. 一 下 二 冊 作 業

P.12-14 

3. 語文練習 P. 27-30 

 

朗讀 

第十二課： 

摩天輪 

英文科 

(1) Unit 1 Revision 

(2) Phonics L 

(1a) Please watch 

“1B_Unit1_Revision 

1” via google 

classroom 

(1b) Please watch 

“1B_Unit1_Revision 

2”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L” via google 

classroom 

(1a) G.B p. 2-5 

(1b)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 

(2) Phonics WS 

數學科 
1. 1 下 A－單元二 第

七課 減法 

1.1 下 A 第 7 課減法

(影片一).mp4 

觀看教學影片並同時

完成第 7 及第 9 課中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 進行不超過兩位數

的不退位減法 

● 認識以直式計算減

法 

 

2. 1 下 A－單元二 第

九課 減法應用題 

● 解答減法應用題 

2.1下A第 9課減法應

用題(影片一).mp4 

 

的練習。 

 

完成以下功課： 

1. 1 下 A 作業

P.16-17,20-21 

2. 1 下 A 綠工

P.13-14,17-18 

3. 1 下 A 書 練習 7 

P.66 

4. 1 下 A 書 練習 9 

P.79 

 

常識科 

4 冊 1 家中的物料和能

源 

(1)   教學簡報 : 

家和家中物品 

(2)   ETV: 家中設

備和工具 

(1) Google Form: 家

和家中物品(練習一) 

(2) Google Form: 家

中設備和工具(練習

二)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3/4-17/4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中文科 

 

(1)聆聽（二） 

(3)假期功課講解 

 

1. (教學片 1)課業表現

回饋 

2. (教學片 3) 假期功

課講解 

1.核對 3 月 31 日的功

課，並改正 

2. Kahoot 練習 

3. GOOGLE FORM： 

聆聽工作紙(二) 

3.假日功課： 

- 語練

(P.26,P.35-37) 

- 補充練習(躍思

P.42,43) 

- 完成並核對 2-3

月的功課 

 

朗讀 

第五至九課 

英文科 

  Read ONE book and 

finish daily English 

practice from 

mysmartABC website 

(https://www.mysmart

edu.com/) 

數學科 

1. 1 下 A－單元二 第

八課 加法應用題 

● 解答加法和連加法

應用題 

1.1下A第 8課加法應

用題(影片一).mp4 

2.1下A第 8課加法應

用題(影片二).mp4 

3. 回饙影片.mp4 

1. 1 下 A 作業

P.18-19 

2. 1 下 A 綠工

P.15-16 

3. 1 下 A 書 練習 8 

P.73 

4.觀看教育電視《加

法（一）》 

5. 加法小測 Google 

Form 

常識科    

其他 

復活節的信息 

1. 救世軍港澳軍區 

2. 聖經復活節的故事(耶穌的犧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ncnF4orC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_t17WtlQU&list=PLTpONarNIXVSiSTXBk3Z3FQVPd9cahA67&index=11


3. The Story of Easter (Jesus' Sacrifice) 

4. God's Story: Easter 

5.  Easter Song – ‘Remember Me!’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6/4-10/4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聆聽（二） 

(3)假期功課講解 

 

1. (教學片 1)課業表現

回饋 

2. (教學片 3) 假期功

課講解 

1.核對 3 月 31 日的功

課，並改正 

2. Kahoot 練習 

3. GOOGLE FORM： 

聆聽工作紙(二) 

3.假日功課： 

- 語練

(P.26,P.35-37) 

- 補充練習(躍思

P.42,43) 

- 完成並核對 2-3

月的功課 

 

朗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8R158Uj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4gQniUVO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FBX5ZSySo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第五至九課 

英文科 

  Read ONE book and 

finish daily English 

practice from 

mysmartABC website 

(https://www.mysmart

edu.com/) 

數學科 

1. 1 下 A－單元二 第

八課 加法應用題 

● 解答加法和連加法

應用題 

1.1下A第 8課加法應

用題(影片一).mp4 

2.1下A第 8課加法應

用題(影片二).mp4 

3. 回饙影片.mp4 

1. 1 下 A 作業

P.18-19 

2. 1 下 A 綠工

P.15-16 

3. 1 下 A 書 練習 8 

P.73 

4.觀看教育電視《加

法（一）》 

5. 加法小測 Google 

Form 

常識科    

其他 

復活節的信息 

1. 救世軍港澳軍區 

2. 聖經復活節的故事(耶穌的犧牲) 

3. The Story of Easter (Jesus' Sacrifice) 

4. God's Story: Easter 

5.  Easter Song – ‘Remember Me!’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ncnF4orC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_t17WtlQU&list=PLTpONarNIXVSiSTXBk3Z3FQVPd9cahA67&index=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8R158Uj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4gQniUVO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FBX5ZSySo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30/3-3/4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第九課：洗澡 

(2) 語文基礎知識 

1. (教學片 1)功課講解 

2. (教學片 2) 第九課

洗澡 課文 

3. (教學片 3) 第九課 

語文基礎知識 

1.核對 3 月 24 日的功

課，並改正 

2. KAHOOT 練習  

3.一下二冊作業 P. 

2-4 

4. 語文練習 P.22-25 

 

朗讀 

第九課：洗澡 

英文科 

(1) Unit 4 Grammar 1 

(2) Unit 4 Grammar 2 

(3) Phonics “k” 

(1) Please watch 

“1B_Unit4_Grammar 

1”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4_Grammar 

2”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K” via google 

classroom 

(1) G.B. p.16-19 

(2)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195995) 

(3) Phonics WS 

(4) Listening p.10-12 

(5) Check the answers 

on G.B. p.14-15, W.B. 

p. 18 & T.B. p.34 

數學科 

1. 1 下 A－單元二 第

五課 加法(一) 

● 進行不超過兩個位

的加法和連加法 

● 認識以直式計算加

1. 1 下 A 第 5 課加法

(一)(影片一).mp4 

2. 1 下 A 第 5 課加法

(一)(影片二).mp4 

3. 1 下 A 第 6 課加法

1. 1 下 A 作 業

P.12-15 

2. 1 下 A 綠工 P.9-12 

3. 1 下 A 書 練習 5 

P.5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法 

 

2.1下 A－單元二 第六

課 加法(二) 

● 進行不超過兩個位

的進位加法和連加

法 

(二)(影片一).mp4 

1. 1 下 A 第 6 課加法

(二)(影片二).mp4 

4. 1 下 A 書 練習 6 

P.58 

(所有估算題目不用

做) 

常識科 製作口罩夾 

(1) 核對 4冊 6的作業

和工作紙(查看置頂的

文件夾) 

(2) 口罩夾教學簡報 

(教學短片) + 2 份參

考資料 

(1) 口罩夾相片  (放

在作品上載區) 

(2) 投票選出口罩夾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3/3-27/3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聆聽 

(2)寫作教學 

1. (教學片 1) 功課

講解 

2. (教學片 2) 寫作

教學 

1.核對 3月 17日的功

課，並改正。 

2. 作文工作紙（六） 

3. GOOGLE FORM單元

十一聆聽工 

    作紙。  

4.語文練習 P.21(第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九 課 預 工 ) 及

P.31-34(增工一) ，

完成後拍照上傳。 

英文科 

(1) Unit 4 Vocabulary 

(2) Unit 4 Reading 

(3) Phonics “j” 

(1) Please watch “Unit 

4 Vocabulary”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 4_Reading”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J” via google 

classroom 

(1a) W.B. p.18 

(1b) Please learn Unit 

4 Vocabulary on 

Quizlet. The link and 

QR code is on Google 

Classroom. 

(2) Read textbook p. 

32-33 and finish 

Questions 1-5 on p.34 

(3) Phonics WS 

(4) G.B. p.14-15 

(5) Check the answers 

on W.B. p.15-17 & 

Listening p. 6-7 

數學科 

1. 1 下 A－單元一 第 3

課 51 至 100 

● 數、讀和寫出 21 至

50 

● 學習以數粒和算柱

記數 

 

2. 重溫 1 下 A－單元一 

第 4 課 數得快 

● 重溫進行每 2、5、10

個一數 

1. 1 下 A 第 3 課 51 至

100(影片一).mp4 

2. 1 下 A 第 3 課 51 至

100(影片二).mp4 

3. 單 元 一 回 饙 影

片.mp4 

1. 1 下 A 作業 P.6-9 

2. 1 下 A 綠工 P.5-8 

3. 1 下 A 書 練習 3 

P.27-28 

4. 觀看教育電視(100

以內的數) 

 

常識科 4 冊 6 公園裏的植物 

(1) 核對 3 冊 4 及 4 冊

5 的作業和工作紙(查

看置頂的文件夾) 

(2) 4 冊 6 公園裏的植

物 (教學簡報) 

(1) 4 冊 6 公園裏的植

物: 作業 P.14-15 

(2) 4 冊 6 公園裏的植

物: 工作紙 4 冊 6 

 

朗讀 4 冊 6 課文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6/3-20/3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第八課:小鳥學飛 

(2)語文基礎知識 

1. (教學片 1)功課講

解（YouTube） 

2. (教學片 2) 第八

課  小鳥學飛 課文 

3. (教學片 3) 第八

課 語文基礎知識（反

義 

     詞）（YouTube） 

 

1.核對 3月 10日的功

課，並改正。 

2.KAHOOT練習  

3. 作業 P.25-27，完

成後拍照上傳 

4. 語文練習

P.17-20 ，完成後拍

照上傳 

5. 課本 P.84-85  

(不需拍照上傳) 

6. 朗讀第八課課文

及詞語 2次 

7.反義詞語文遊戲 

朗讀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第八課:小鳥學飛 

英文科 

(1) Unit 3 Grammar 1 

“Five senses” 

(2) Unit 3 Grammar 2 

“in”, “on” & “under” 

(3) Phonics “h” 

(1) Please watch 

“1B_Unit 3_Grammar 

1_five senses”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3_Grammar 

2”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H” via google 

classroom 

(1) W.B p.15-17 

(2)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077229) 

(3) Phonics WS 

(4) Listening p.6-7 

(5) (6) Please check 

the answers on W.B 

p.7-9 & 14 & T.B p.26 

via google classroom 

數學科 

1. 1 下 A－單元一 第 1

課 個位與十位 

● 認識個位和十位的

概念 

● 學習以數粒和算柱

表示個位和十位 

 

2. 1 下 A－單元一 第 2

課 21 至 50 

● 數、讀和寫出 21 至

50 

● 學習以數粒和算柱

記數 

● 比較數的大小 

1. 1 下 A 第 1 課個位

與十位(影片

一).mp4 

2. 1 下 A 第 1 課個位

與十位(影片

二).mp4 

3. 1 下 A 第 2 課 21 至

50(影片一).mp4 

4. 1 下 A 第 2 課 21 至

50(影片二).mp4 

1. 1 下 A 作業 P.2-5 

2. 1 下 A 綠工 P.1-4 

3. 1 下 A 書 練習 1 

P.8-9 

4. 1 下 A 書 練習 2 

P.17-18 

常識科 
複習 3 冊 4 快樂過節 

4 冊 5 公園裏的動物 

(1) 核對 3 冊 3 及 4 冊

4 的作業和工作紙(查

看置頂的文件夾) 

(2) 3 冊 4 快樂過節 

(教學簡報) 

(3) 4 冊 5 公園裏的動

 

(1) 3 冊 4 快樂過節: 

作業 P.10-11 

(2) 3 冊 4 快樂過節: 

工作紙 3 冊 4 

(3) 4 冊 5 公園裏的動



物 (教學簡報) 物: 作業 P.12-13 

(4) 4 冊 5 公園裏的動

物: 工作紙 4 冊 4 

 

朗讀 4 冊 5 課文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4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9/3-13/3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第七課:學校生活樂

趣多 

(2)語文基礎知識 

1. （教學片 1) 功課講

解  

 

2. (教學片 2) 第七課 

學校生活樂趣多 課文 

 

3. (教學片 3) 第七課 

語文基礎知識  

 

1.核對 3 月 3 日的功

課答案 

2. KAHOOT 練習 

3. 作業 P.21-24，完成

後拍照上傳 

4. 語文練習

P.12-16 ，完成後拍照 

   上傳 

5. 課本 P.78-79(教學

影片有講解+答案) 

6. 朗讀第七課課文

及詞語 2 次 

 

朗讀 

第七課：學校生活樂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趣多 

英文科 

(1) Unit 3 Vocabulary 

(2) Unit 3 Reading 

(3) Phonics “g” 

(1) Please watch “Unit 3 

Vocabulary”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 3_Reading”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G” via google 

classroom 

(1a) W.B. p.7-9 & 14 

(1b) Please learn Unit 

3 Vocabulary on 

Quizlet. The link and 

QR code is on Google 

Classroom. 

(2) Read textbook p. 

24-25 and finish 

Questions 1-10 on p.26 

(3) Phonics WS 

(4) Check the answers 

on W.B p.6-9 & 

Listening p.5 & 8 

數學科 

1. 重溫 1下B－單元六 

第 18、19 及 20 課 平

面圖形(一)、(二)及(三) 

● 重溫認識及辨別平

面圖形 

● 重溫如何描述圖形

位置和依規矩排列

圖形 

1.1下B第 18課平面圖

形(一)(重溫).mp4 

2.1下B第 19課平面圖

形(二)(重溫).mp4 

3.1下B第 20課平面圖

形(三)(重溫).mp4 

1. 1下B 作業P.20-25 

2. 1下B 綠工P.13-18 

常識科 
複習 3 冊 3 齊賀新年 

4 冊 4 到公園探索 

(1) 核對 3 冊 1 及 3 冊

2 的作業和工作紙(查

看置頂的「課業答案」

文件夾) 

(2) 3 冊 3 齊賀新年 (教

學簡報) 

(3) 4 冊 4 到公園探索 

(教學簡報) 

 

(1) 3 冊 3 齊賀新年: 

作業 P.8-9 

(2) 3 冊 3 齊賀新年: 

工作紙 3 冊 3 

(3) 4冊 4到公園探索: 

作業 P.10-11 

(4) 4冊 4到公園探索: 

工作紙 4 冊 4 

 

朗讀 4 冊 4 課文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3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事

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3-6/3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第六課:蝌蚪與毛毛

蟲課文 

(2)語文基礎知識 

1.KAHOOT 練習(字詞

運用)：

https://kahoot.it/challen

ge/0877907 (見以下連

結) 或 PIN 碼 

0877907 

（請以班別及學號作

為 NICKNAME 登入，

如 1A 班 1 號同學，請

打 1A01，以便老師檢

查哪些同學已完成練

習。） 

（請勿以其他

NICKNAME 登入，以

免多次重做，致其他同

學未能登入以完成課

業。） 

 

2. Google Forms： 

  - 第六課《蝌蚪與毛

毛蟲》：課文 

 內容理解(見以下連

1. 作業 P.18-20 

2. 鞏固工作紙(五)：

造句 

3. 課本 P.59-63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結) 

  - 第七課 《學校生活

樂趣多》預習 

 工作紙(見以下連結) 

 

英文科 

(1) Unit 2 Grammar 1 

“this”, “that”, “these” & 

“those” 

(2) Unit 2 Grammar 2 

“has” & “have” 

(3) Phonics “f” 

(1) Please watch 

“Grammar 1”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2_Grammar 

2”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F” via google 

classroom 

(1) G.B p.6-7 

(2) G.B p8-9 

(3) Phonics WS 

(4) Listening Unit 1 

p.5 & Unit 2 p.8 

(5) Finish Quizizz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

m  

(Enter this code: 

875414) 

(6) Please check the 

answers on T.B p.14 & 

W.B p.6 via google 

classroom 

數學科 

1. 重溫1下A－單元三  

第 10 課厘米及第 11 課 

永備尺 

● 重溫利用厘米作量

度單位 

● 重溫如何選擇永備

尺估計物件的長度

和物件間的距離 

1. 1 下 A 第 10 課厘米

(重溫).mp4 

2. 1 下 A 第 11 課永備

尺(重溫).mp4 

1. 1 下 A 作 業

P.24-27 

2. 1 下 A 綠 工

P.19-22 

常識科 

複習 3 冊 1 溫暖的家 

複習 3 冊 2 親戚常來

往 

(1) 3 冊 1 溫暖的家 (教

學簡報) 

(2) 3 冊 2 親戚常來往 

(教學簡報) 

(1) 3 冊 1 溫暖的家: 

作業 P.2-3 

(2) 3 冊 1 溫暖的家: 

工作紙 3 冊 1 

(3) 3 冊 2 親戚常來

往: 作業 P.4-5 

(4) 3 冊 2 親戚常來



往: 工作紙 3 冊 2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1，2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事

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4/2-28

/2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1)閱讀策略教學:標段 

(2)重溫第五課+功課講

解 

(1) 觀看 ETV-《人生

的段落》 

https://www.hkedc

ity.net/etv/resou

rce/973935067 

 

(1) 完成第六課標段 

(2) 完成書 P.68-70 

(3) 鞏 固 工 作 紙

(四)(配合標段教學) 

英文科 

(1) Unit 2 Vocabulary 

(2) Unit 2 Reading 

(3) Phonics “d”  

(1) Please watch 

“Dream toys” via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watch 

“1B_Unit2_Reading” 

via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watch “P1 

Phonics D” via 

google classroom 

(1a) W.B. P.6 

(1b) “Test” on Quizlet 

(2) Read T.B. p.12-13 

& finish p.14 

(3) Finish Phonics D 

WS 

(4) Please read ONE 

book and finish daily 

English practice fro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_H9PKl_l1M_QAtamju-jdxoQm1n88K3kmDMKsO4s3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tiUNPwUfMTrOd_aU4sr_03Nmg3OEKfuUAVfobPBqX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R_1aZCCLHHwTFhHxodtQAMvPWxUhSNJCLWwBo-eIp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73935067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73935067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73935067


mysmartABC website. 

(5) Please check the 

answers on workbook 

p.2-5 via google 

classroom 

數學科 

1. 1 下 A－單元三 第 11

課 永備尺 

● 以永備尺估計物件的

長度和物件間的距離 

● 選擇合適的工具進行

量度 

 

2. 1 下 A－單元三 複習

三 

1. 1 下 A 第 11 課永

備尺(影片一).mp4 

2. 1 下 A 第 11 課永

備尺(影片二).mp4 

1. Google Form: 第

11 課永備尺練習一 

2. Google Form: 第

11 課永備尺練習二 

3. Google Form: 綜合

練習三 

4. Google Form: 複習

三 

5. 1 下 A 書 練習 11 

P.102 

常識科 3 冊 4  快樂過節 

(1) 教學簡報 :不同

的節日教學簡報 

(2) 教學簡報 :過節

注意事項教學簡報 

(3) 不同的節日短片

(放在自學工作紙文

件夾內) 

(4) 節日知多少（一）

(ETV) 

(1) Google Form:不同

的節日(練習一) 

(2) Google Form:過節

注意事項(練習二) 

(3)自學工作紙 

 

朗讀 3 冊 4 課文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1，2課。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7/2-21/2 中文科 (1) 閱讀圖書 /篇章(主題：不限)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2) 完成書 P.54-55 

(3) 完成第六課預習工作紙 

作業 P.16,17 

英文科 

1. Please read the PPT (1BU1_post_reading) and check the answers on 

textbook p.6. 

2. Please finish Workbook 1B p.2-5. (You may finish it on Google 

Classroom/ print it out/ on your own WB.) 

3. Please learn Unit 2 Vocabulary on Quizlet. The link and QR code is on 

Google Classroom.  

4. Please read ONE book and finish daily English practice from 

mysmartABC website. 

數學科 

 請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並完成以下功課。 

第 4課數得快 

1. 請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影片 

2. 請完成 1下 A練習 4(書 p.37-38)、Google Form 第四課數得快-

練習一及練習二 

（完成後請點擊「查看分數」查閱自己分數及答案） 

第 10課厘米 

1. 請於 GOOGLE CLASSROOM順序觀看影片(一)(二)(三) 

2. 於 GOOGLE CLASSROOM 點撃連結觀看「第 10課量度曲線-豬仔圖」

影片 

3. 請完成 1下 A練習 10(書 p.95-96)、Google Form 第 10課厘米-



練習一 

（完成後請點擊「查看分數」查閱自己分數及答案） 

常識科 

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 3冊 3的相關課業。 

1. 觀看教學簡報，完成自學工作紙 

(如果同學不能把工作紙打印出來，不要緊，利用白紙作 

一個簡單記錄便可以。) 

2. 觀看 ETV (十二生肖的故事) ，並完成 Google Form(小測 

試) 

3. 登入 e-Smart平台(https://e-smart2.ephhk.com)，觀看翻 

轉教室(香港賀新春) 

4. 聆聽課文後，朗讀三次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由於各公共圖書館將繼續暫停開放至二月十七日，建議同學善用

電子資源。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體育造就青少年 2020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0/2-14/2 中文科 

(1) 請登入 GOOGLECLASSROOM，然後完成燈謎 

(2) 閱讀圖書 /篇章(主題：不限)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us8.campaign-archive.com/?e=&u=8a202f636c3cdf68cf4522eaf&id=435b7629cc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3) 完成鞏固工作紙(3) 

(4) 作業 P.14,15 

英文科 

1. Please read textbook p.4-5 and finish Questions 1-5 on p.6.  

2. Please read the PPT (1BU1 grammar 2) + YouTube videos on Google 

Classroom 

3. Please finish the online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m (Enter this code:289277) 

4. Please read ONE book and finish daily English practice from 

mysmartABC website. 

數學科 

請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並完成以下功課。 

第 20課平面圖形(三) 

1. 請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影片 

2. 請完成練習 20(書 p.85)、Google Form平面圖形(三)練習一及練

習二 

（完成後請點擊「查看分數」查閱自己分數及答案） 

複習六 

1. 請完成 Google Form綜合練習(六)、複習六(一)及複習六(二) 

（完成後請點擊「查看分數」查閱自己分數及答案） 

2. 於 GOOGLE CLASSROOM 點撃連結觀看教育電視－尋尋覓覓─平面圖

形(一)及尋尋覓覓─平面圖形(二) 

常識科 

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 3冊 2的相關課業。 

1. 閱讀課文，完成自學工作紙 

https://joinmyquiz.com/


(如果同學不能把工作紙打印出來，不要緊，利用白紙作 

一個簡單記錄便可以。) 

2. 觀看 Youtube (拜年叫親戚歌) 

4. 聆聽課文後，朗讀三次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由於各公共圖書館將繼續暫停開放至二月十七日，建議同學善用

電子資源。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體育造就青少年 2020 

 

4/2-7/2 

中文科 

(1) 請登入 GOOGLE  CLASSROOM，然後完成燈謎 

(2) 閱讀圖書/ 篇章(主題：中華文化) 

(3) 完成第五課預習工作紙 

(4) 完成鞏固工作紙(1)(2) 

英文科 

1. Please read the PPT + YouTube videos on Google Classroom 

2. Please finish the online exercise via Google Classroom or 

https://joinmyquiz.com (Enter this code: 340379) 

3. Read ONE book and finish daily English practice from 

mysmartABC website (https://www.mysmartedu.com/) 

數學科 

第 18課 平面圖形(一) 

1. 請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影片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us8.campaign-archive.com/?e=&u=8a202f636c3cdf68cf4522eaf&id=435b7629cc
https://joinmyquiz.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2. 請完成平面圖形(一)練習一及練習二 

第 19課 平面圖形(二) 

1. 請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影片 

2. 請完成平面圖形(二)練習一及練習二 

常識科 

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 3冊 1的相關課業。 

1.閱讀課文，完成自學工作紙 

(如果同學不能把工作紙打印出來，不要緊，利用白紙作一個簡單記錄

便可以。) 

2. 觀看 ETV (溝通的方法) ，並完成 Google Form(小測試) 

3. 登入 e-Smart平台(https://e-smart2.ephhk.com) 

觀看翻轉教室(關心家人) 

4. 聆聽課文後，朗讀三次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由於各公共圖書館將繼續暫停開放至二月十七日，建議同學善用電子

資源。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https://e-smart2.ephhk.com/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