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課不停學

快快樂樂齊自學

一年級 23/3-27/3 學習材料及網上功課
請同學瀏覧下表學習材料的網址，然後完成右列的網上/
紙本功課，老師期待看到大家的學習成果。加油！
註：網上練習(本周完成)/紙本習作(本周完成，復課後交)
學習材料
中文

➤請同學打開第十二課 ➤ 網上練習：
(a)語文知識(標點應用)

按下連結，一起上課
閱讀：
享受學習！

功課

https://forms.gle/ECQSVqAAnn7eUsqp8

紙本習作：
(a)寫作工作紙二（人動句）

課文理解 一下 第十二課
https://forms.gle/fhAs1yb6QShDvjNe
6

寫作：
必看！
*中文老師教學短片*
學習人動句(短片)
https://forms.gle/hM11LoMKX6CxVhL
E8

(b)樂思中文 26 週 (P.40-41)
*樂思 4D 自學平台
(評估 16-17)
https://4d.pan-lloyds.com

*智愛平台
https://chinese.i-learner.com.hk/index.php

*智愛平台龍虎榜*
(全校首 40 名最高分同學名單)
第五周停課成績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Hd0B3drbHmL8cRo9Ck
lWXiDn9AcSNJJ/view?usp=sharing

第六周停課成績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hNJ0cON4z0l9IGLkhqT
2WPROV-n_jEC/view?usp=sharing

核對上周中文補充答案：《樂思中文 26 週》(P.56-57)
家長可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查考以上答案，並批改。(發放日期 21/3)

英文

1. Vocab Lesson
(U.4 Animals & Numbers
11-12)
Textbook 1B P.31

網上練習：
1. Phonics WS (m/a/s/d/t sound)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sdWpAo1hwZBjrZtL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紙本習作：
=3Eea_YXgi5E&feature=youtu.be (第一、二項紙本習作用上星期派發
的英文練習簿：Self-Learning (SL)
完成）
練習簿格式：http://bit.ly/3aP5GFN
2. Reading Lesson (U.4)
https://youtu.be/_4nDe8YWsOk

Textbook 1B P.28-29
3.
a) Phonics Lesson 5 (“t” sound)
https://youtu.be/Rxt3e2_93cg

1. Phonics writing practice:
“t” sound x 10
2. Vocab (Vocab list (詞語表):
http://bit.ly/33klEoT)
a) Zoo Animals
(Textbook 1B U.3 P.31 1-8) x 6
b) Numbers 11-20
(Textbook 1B U.3 P.31 11-20) x 6
3. WB 1B P.13-14

b) Animation (Phonics Story T)
https://youtu.be/ipLJbSr6rC4

c) For more sounds:
http://bit.ly/2Vw65IT

4. EG 1B P.13

1下C冊 第8課

數學

香港通用的硬幣

(數學老師教學影片)

必看教材!

網上練習：
先觀看影片，後做練習
1.網上練習(1)配合影片 1
https://forms.gle/A3HfZVXNMXb8p85p9

2.網上練習(2)配合影片 2
https://forms.gle/73Lh2hVfV2Jb1WAp8

1.認識香港的硬幣
https://youtu.be/pUK6_kMtvSY

2.相同貨幣的總值和兌換
https://youtu.be/00DH-9Qpf5U

3.貨幣總值數數看
https://youtu.be/-X0CKKdRGRM

其他影片

3.網上練習(3)配合影片 3
https://forms.gle/7Ugv48hfPtqrJFs38

4.樂思 4D 平台：https://4d.pan-lloyds.com
一上評估 9(長度和距離)
備註：10 題練習後還有 4 題跟進練習

紙本習作：
1. 一下數作業 P.15-16
*先在家完成，老師將於復課後跟進

4.ETV[香港通用的貨幣(一)]
https://youtu.be/dEN3OjbbZMo

常識

家居衛生和安全
單元 1.5「我的安樂窩」第 2 課：家居衛生和安全
YouTube (老師授課片段)
第一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1i8-xaHCxw&feature=youtu.be
第二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dNnfQq1M8&feature=youtu.be
家課:
1. 朗讀課文總結第 13 頁(兩次)
2. 完成 C 冊第二課作業第 3-4 頁，於復課後交回。

其他/備
註

●試自行記下你本星期完成的個人小挑戰(例如：跟
家人說一個故事/跳繩 30 下/完成「家校童起動」
Fun Dance(簡易/進階版)一次...)，復課後與老師
及同學分享吧！

停課不停學

快快樂樂齊自學

自學延伸資源
科目

年級

中文

P.1-P.6

內容
1.(中國語文) 學與教資源庫(youtube)
(56 個成語、49 種文化知識動畫)
http://www.youtube.com/user/sssitec

2.古詩唐詩 48 首(48 首古詩朗讀及動畫)
http://youtu.be/dtccET-yZOQ

3. 台灣親子共讀故事館(76 個繪本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A21phDoq
A0oygtxH6VQ1Q

英文

P.1-P.6 1.Pearson Longman Elect (Textbook)
http://prd1.pearson.com.hk/?section=2

2. Kids A-Z (Reading)
https://www.kidsa-z.com/main/Login

QR code

P.1-P.2 3. Blending Lesson 1
https://youtu.be/sTrYiZsRqDI

數學

P.1-P.6 1. Mathplayground(數學遊戲)
https://www.mathplayground.com/
2. 昌爸工作坊
http://www.mathland.idv.tw
3. Adaptedmind(數學遊戲)
https://www.adaptedmind.com/

常識

P.4-P.6

十分科學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
me/10sci

●其他自學平台及特別假期的網上資源(包括網站學材、
短片、讀物、小遊戲等），請參閱校網有關
特別假期網上自學資源庫。

登入以下平台的方法：
1. 樂思 4D 自學平台(Pan-Lloyds 4D)
https://youtu.be/235blr3T_wg

2.

數學科 Learnlex
https://youtu.be/FRmaapw5Rh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