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一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1A 1. 溫抄第一次默書

範圍一次（自行

用紙抄寫）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每日一篇》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

三篇）* 在閱讀

寶庫內* 

1. Pearson – E-homework(見附

見 1, 2, 3) 

→ Book 1A 

- Chapter 1-3 (Consolidation) 

- Chapter 4 (Pre-study) 

進入 E-Homework頁面後，

請完成 1A書第 1-3課的鞏
固練習。 

另亦請嘗試完成第 4課練習
以作預 

 

2. Pearson – Reading Animation 

→ Book 1A 

- Chapter 1-3 (Consolidation), 

- Chapter 4 (Pre-study) 

進入 Reading Animation頁

面後，請依錄音朗讀課文 

 

3. Pre-study and spell the words 

(book, eraser, pen, pencil, pencil 

case, ruler, school bag) 

請預習第 4課詞語，查讀音及

在白紙上拼寫以下詞語各 2次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基礎工作紙(17、

18) 

 

2.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第 18課 

 

3. 速算練習(二)、

(三) 

教育電視 

《眼耳口》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一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1B 1. 溫抄第一次默書

範圍一次（自行

用紙抄寫）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每日一篇》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

三篇）* 在閱讀

寶庫內* 

1. Pearson – E-homework(見附

見 1, 2, 3) 

→ Book 1A 

- Chapter 1-3 (Consolidation) 

- Chapter 4 (Pre-study) 

進入 E-Homework頁面後，

請完成 1A書第 1-3課的鞏
固練習。 

另亦請嘗試完成第 4課練習
以作預 

 

2. Pearson – Reading Animation 

→ Book 1A 

- Chapter 1-3 (Consolidation), 

- Chapter 4 (Pre-study) 

進入 Reading Animation頁

面後，請依錄音朗讀課文 

 

3. Pre-study and spell the words 

(book, eraser, pen, pencil, pencil 

case, ruler, school bag) 

請預習第 4課詞語，查讀音及

在白紙上拼寫以下詞語各 2次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基礎工作紙(17、

18) 

 

2.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第 18課 

 

3. 速算練習(二)、

(三) 

教育電視 

《眼耳口》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一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1C 1. 溫抄第一次默書

範圍一次（自行

用紙抄寫）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每日一篇》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

三篇）* 在閱讀

寶庫內* 

1. Pearson – E-homework(見附

見 1, 2, 3) 

→ Book 1A 

- Chapter 1-3 (Consolidation) 

- Chapter 4 (Pre-study) 

進入 E-Homework頁面後，

請完成 1A書第 1-3課的鞏
固練習。 

另亦請嘗試完成第 4課練習
以作預 

 

2. Pearson – Reading Animation 

→ Book 1A 

- Chapter 1-3 (Consolidation), 

- Chapter 4 (Pre-study) 

進入 Reading Animation頁

面後，請依錄音朗讀課文 

 

3. Pre-study and spell the words 

(book, eraser, pen, pencil, pencil 

case, ruler, school bag) 

請預習第 4課詞語，查讀音及

在白紙上拼寫以下詞語各 2次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基礎工作紙(17、

18) 

 

2.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第 18課 

 

3. 速算練習(二)、

(三) 

教育電視 

《眼耳口》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二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2A 1. 現代出版社網

上《每日一篇》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

三篇）* 在閱讀

寶庫內* 

1. Self-study Dict 5 (can refer to 

English textbook P.41) (見附件

1)  

預習第 5次默書 (可參考英文

書第 41頁) 

2. GE 5 :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 

工作紙 (GE 5): 可選擇自行

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

筆記本(notebook)內做 

3. U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he, to, and, a, you)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on notebook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

句句子，並做在筆記本

(notebook)內  

4. Pearson online platform(見附件

3及 4)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

可在家作預習或鞏固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預習： 

- 螢火蟲教室﹕ 

基本乘法 

- 乘數表 

 

2.基礎工作紙(15、

16)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5及 16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齊來玩耍》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二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2B 1. 現代出版社網

上《每日一篇》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

三篇）* 在閱讀

寶庫內* 

1. Self-study Dict 5 (can refer to 

English textbook P.41) (見附件

1)  

預習第 5次默書 (可參考英文

書第 41頁) 

2. GE 5 :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 

工作紙 (GE 5): 可選擇自行

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

筆記本(notebook)內做 

3. U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he, to, and, a, you)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on notebook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

句句子，並做在筆記本

(notebook)內  

4. Pearson online platform(見附件

3及 4)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可

在家作預習或鞏固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預習： 

- 螢火蟲教室﹕ 

基本乘法 

- 乘數表 

 

2.基礎工作紙(15、

16)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5及 16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齊來玩耍》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二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2C 1. 現代出版社網

上《每日一篇》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

三篇）* 在閱讀

寶庫內* 

1. Self-study Dict 5 (can refer to 

English textbook P.41) (見附件

1)  

預習第 5次默書 (可參考英文

書第 41頁) 

2. GE 5 :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 

工作紙 (GE 5): 可選擇自行

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

筆記本(notebook)內做 

3. U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he, to, and, a, you)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on notebook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

句句子，並做在筆記本

(notebook)內  

4. Pearson online platform(見附件

3及 4)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可

在家作預習或鞏固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預習： 

- 螢火蟲教室﹕ 

基本乘法 

- 乘數表 

 

2.基礎工作紙(15、

16)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5及 16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齊來玩耍》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二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2D 1. 現代出版社網

上《每日一篇》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

三篇）* 在閱讀

寶庫內* 

1. Self-study Dict 5 (can refer to 

English textbook P.41) (見附件

1)  

預習第 5次默書 (可參考英文

書第 41頁) 

2. GE 5 :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 

工作紙 (GE 5): 可選擇自行

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

筆記本(notebook)內做 

3. U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he, to, and, a, you)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on notebook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

句句子，並做在筆記本

(notebook)內  

4. Pearson online platform(見附件

3及 4)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可

在家作預習或鞏固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預習： 

- 螢火蟲教室﹕ 

基本乘法 

- 乘數表 

 

2.基礎工作紙(15、

16)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5及 16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齊來玩耍》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三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3A 1. 抄默書內容： 

詞語(九) 

讀默(九，3丶4段) 

背默(十，4 段) 

（用紙抄）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

篇）* 在閱讀寶庫

內* 

1. Do consolidation worksheet: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1) 

鞏固工作紙: 可選擇自行列印出來

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

自行列印出來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 

(若之前已做紙本練習，不用重做) 

3.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見附件 4)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  

4. Pearson – Reading Animation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見附件 5及 6) 

5.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Book 3A- Chapter 3 

6.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

平台  → Level 1 – Writing a riddle 

7.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  → Week 11– 

“Wind” (Level 2)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習

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除法複習和除法一 

- 溫習乘數表 

 

2.基礎工作紙(14、

15)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5及 16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的

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道路安全》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三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3B 1. 抄默書內容： 

詞語(九) 

讀默(九，3丶4段) 

背默(十，4 段) 

（用紙抄）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

篇）* 在閱讀寶庫

內* 

1. Do consolidation worksheet: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1) 

鞏固工作紙: 可選擇自行列印出來

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

自行列印出來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 

(若之前已做紙本練習，不用重做) 

3.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見附件 4)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  

4. Pearson – Reading Animation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見附件 5及 6) 

5.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Book 3A- Chapter 3 

6.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

平台  → Level 1 – Writing a riddle 

7.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  → Week 11– 

“Wind” (Level 2)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習

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除法複習和除法一 

- 溫習乘數表 

 

2.基礎工作紙(14、

15)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5及 16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的

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道路安全》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三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3C 1. 抄默書內容： 

詞語(九) 

讀默(九，3丶4段) 

背默(十，4 段) 

（用紙抄）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

篇）* 在閱讀寶庫

內* 

1. Do consolidation worksheet: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1) 

鞏固工作紙: 可選擇自行列印出來

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

自行列印出來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 

(若之前已做紙本練習，不用重做) 

3.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見附件 4)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  

4. Pearson – Reading Animation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見附件 5及 6) 

5.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Book 3A- Chapter 3 

6.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

平台  → Level 1 – Writing a riddle 

7.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  → Week 11– 

“Wind” (Level 2)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習

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除法複習和除法一 

- 溫習乘數表 

 

2.基礎工作紙(14、

15)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5及 16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的

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道路安全》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三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3D 1. 抄默書內容： 

詞語(九) 

讀默(九，3丶4段) 

背默(十，4 段) 

（用紙抄）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

篇）* 在閱讀寶庫

內* 

1. Do consolidation worksheet: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1) 

鞏固工作紙: 可選擇自行列印出來

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

自行列印出來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 

(若之前已做紙本練習，不用重做) 

3.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見附件 4)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  

4. Pearson – Reading Animation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見附件 5及 6) 

5.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Book 3A- Chapter 3 

6.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

平台  → Level 1 – Writing a riddle 

7.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  → Week 11– 

“Wind” (Level 2)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習

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除法複習和除法一 

- 溫習乘數表 

 

2.基礎工作紙(14、

15)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5及 16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的

每日十題 

自學題目﹕ 

請寫出三種你曾

經用來與人溝通

的溝通工具，並

寫出其優點及缺

點 

教育電視 

《道路安全》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三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3E 1. 抄默書內容： 

詞語(九) 

讀默(九，3丶 4段) 

背默(十，4段) （用

紙抄）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篇）

* 在閱讀寶庫內* 

1. Do consolidation worksheet: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1) 

鞏固工作紙: 可選擇自行列印出來

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

自行列印出來或做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 

(若之前已做紙本練習，不用重做) 

3.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見附件 4)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  

4. Pearson – Reading Animation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見附件 5及 6) 

5.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Book 3A- Chapter 3 

6.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

平台  → Level 1 – Writing a riddle 

7.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

網上自學平台  → Week 11– 

“Wind” (Level 2)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習

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除法複習和除法一 

- 溫習乘數表 

 

2.基礎工作紙(14、

15)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5及 16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的

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道路安全》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四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4A 1. 預習第十一課

(P.32~33)，完成

P.34 (1-5題)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

篇）* 在閱讀寶庫

內*; 

 

3. 札記自選一本圖

書(可把好詞、佳

句記在筆記簿上) 

 

默書順延至 20/11默 

1.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on a piece of paper.(見附

件 1及 2)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上 

2. Pearson –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

學平台 (見附件 3及 4) —> Book 

4A- Chapter 1-4 (Consolidation) 

3.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

平台 —>Level 2 – Writing a letter 

(Consolidation) 

4.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網

上自學平台 —>Week 11– 

“Wing” (Level 2) 

5. Read words in Sight Word List (Pre-

Primer, Primer and 1st Grade) 讀英文

常用字表 (見附件 5) 

6. Use 5 words from the Sight Word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on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句

子，並做在筆記本(notebook)內/做在

紙張上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基礎工作紙(4、

5) 

 

2. 乘法速算工作紙 

 

3. 閱讀工作紙 (計

算工具的應用) 

教育電視 

《奇妙的空氣》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四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4B 1. 預(12)+自擬問題

兩題 

 

2. 札記（指定或自

選 1本圖書） 

 

網上學習（出版社） 

3.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三

篇）* 在閱讀寶庫

內*; 

 

4. 課外閱讀（每主

題不少於兩篇） 

 

默書順延至 20/11默 

1.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on a piece of paper.(見附

件 1及 2)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上 

2. Pearson –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

學平台 (見附件 3及 4) —> Book 4A- 

Chapter 1-4 (Consolidation) 

3.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

平台 —>Level 2 – Writing a letter 

(Consolidation) 

4.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網

上自學平台 —>Week 11– “Wing” 

(Level 2) 

5. Read words in Sight Word List (Pre-

Primer, Primer and 1st Grade) 讀英文

常用字表 (見附件 5) 

6. Use 5 words from the Sight Word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on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句

子，並做在筆記本(notebook)內/做在

紙張上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基礎工作紙(4、

5) 

 

2. 乘法速算工作紙 

 

3. 閱讀工作紙 (計

算工具的應用) 

教育電視 

《奇妙的空氣》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四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4C 1.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三

篇）* 在閱讀寶庫

內* 

 

2. 札記(自選一本圖

書) 

 

3. 預習第十一課

(P.32~33)，完成

P.34(1-5題) 

 
默書順延至 20/11默 

1.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on a piece of paper.(見附

件 1及 2)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上 

2. Pearson –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

學平台 (見附件 3及 4) —> Book 4A- 

Chapter 1-4 (Consolidation) 

3.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

平台 —>Level 2 – Writing a letter 

(Consolidation) 

4.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網

上自學平台 —>Week 11– “Wing” 

(Level 2) 

5. Read words in Sight Word List (Pre-

Primer, Primer and 1st Grade) 讀英文

常用字表 (見附件 5) 

6. Use 5 words from the Sight Word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on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句

子，並做在筆記本(notebook)內/做在

紙張上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基礎工作紙(4、

5) 

 

2. 乘法速算工作紙 

 

3. 閱讀工作紙 (計

算工具的應用) 

教育電視 

《奇妙的空氣》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四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4D 1.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 13/11-15/11

星期三至五 共三

篇）* 在閱讀寶庫

內* 

 

2. 札記(自選一本圖

書) 

 
默書順延至 20/11默 

1.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on a piece of paper.(見附

件 1及 2)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上 

2. Pearson –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

學平台 (見附件 3及 4) —> Book 4A- 

Chapter 1-4 (Consolidation) 

3.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

平台 —>Level 2 – Writing a letter 

(Consolidation) 

4.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網

上自學平台 —>Week 11– “Wing” 

(Level 2) 

5. Read words in Sight Word List (Pre-

Primer, Primer and 1st Grade) 讀英文

常用字表 (見附件 5) 

6. Use 5 words from the Sight Word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on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句

子，並做在筆記本(notebook)內/做在

紙張上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基礎工作紙(4、

5) 

 

2. 乘法速算工作紙 

 

3. 閱讀工作紙 (計

算工具的應用) 

教育電視 

《奇妙的空氣》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五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5A 1.抄默書內容： 

 讀默(九，9,10 段) 

 背默(九，1,2段) 

 (用紙抄） 

 

2.自習 P.21-24 

 

3.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篇）

* 在閱讀寶庫內* 

1. Do revision on the spelling of the 

past participle on English textbook 

P.71-76 at home, as consolidation. 

We have highlighted some 

important past participles to revise. 

Will conduct a small quiz after the 

students back school.  

溫習英文書第 71-76頁的動詞表的

串法作鞏固, 特別是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的串法。老師已用

黃色瑩光筆選了一些特別重要的

過去分詞，記得溫習它們的串

法。回校後會小測。 

2. Use the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

句子，並做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內/做在紙張上 :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3. Worksheet GE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象形圖 

 

2.基礎工作紙(18、

19)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8及 19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1. 科學探究影片 

2. 科學探究筆記 

3. 自學工作紙 

教育電視 

《齊來看看 

「光的反射」》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GE 5 (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4. Worksheet Vocab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Vocab 5(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5. Pearso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s 

self-learning or consolidation.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可在

家作預習或鞏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五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5B 1. 抄默書內容： 

  讀默(十，4、5段) 

  背默(十，2段) 

  （用紙抄）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篇）

* 在閱讀寶庫內* 

1. Do revision on the spelling of the 

past participle on English textbook 

P.71-76 at home, as consolidation. 

We have highlighted some 

important past participles to revise. 

Will conduct a small quiz after the 

students back school.  

溫習英文書第 71-76頁的動詞表的

串法作鞏固, 特別是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的串法。老師已用

黃色瑩光筆選了一些特別重要的

過去分詞，記得溫習它們的串

法。回校後會小測。 

2. Use the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

句子，並做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內/做在紙張上 :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3. Worksheet GE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象形圖 

 

2.基礎工作紙(18、

19)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8及 19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1. 科學探究影片 

2. 科學探究筆記 

3. 自學工作紙 

教育電視 

《齊來看看 

「光的反射」》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GE 5 (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4. Worksheet Vocab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Vocab 5(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5. Pearso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s 

self-learning or consolidation.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可在

家作預習或鞏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五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5C 1. 抄默書內容： 

  讀默(十，4、5段) 

  背默(十，2段) 

  （用紙抄）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篇）

* 在閱讀寶庫內* 

1. Do revision on the spelling of the 

past participle on English textbook 

P.71-76 at home, as consolidation. 

We have highlighted some 

important past participles to revise. 

Will conduct a small quiz after the 

students back school.  

溫習英文書第 71-76頁的動詞表的

串法作鞏固, 特別是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的串法。老師已用

黃色瑩光筆選了一些特別重要的

過去分詞，記得溫習它們的串

法。回校後會小測。 

2. Use the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

句子，並做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內/做在紙張上 :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3. Worksheet GE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象形圖 

 

2.基礎工作紙(18、

19)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8及 19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1. 科學探究影片 

2. 科學探究筆記 

3. 自學工作紙 

教育電視 

《齊來看看 

「光的反射」》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GE 5 (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4. Worksheet Vocab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Vocab 5(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5. Pearso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s 

self-learning or consolidation.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可在

家作預習或鞏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五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5D 1. 抄默書內容： 

 讀默(九，9,10 段) 

 背默(九，1,2段) 

 (用自學簿抄）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篇）

* 在閱讀寶庫內* 

1. Do revision on the spelling of the 

past participle on English textbook 

P.71-76 at home, as consolidation. 

We have highlighted some 

important past participles to revise. 

Will conduct a small quiz after the 

students back school.  

溫習英文書第 71-76頁的動詞表的

串法作鞏固, 特別是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的串法。老師已用

黃色瑩光筆選了一些特別重要的

過去分詞，記得溫習它們的串

法。回校後會小測。 

2. Use the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

句子，並做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內/做在紙張上 :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3. Worksheet GE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象形圖 

 

2.基礎工作紙(18、

19)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8及 19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1. 科學探究影片 

2. 科學探究筆記 

3. 自學工作紙 

教育電視 

《齊來看看 

「光的反射」》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GE 5 (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4. Worksheet Vocab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Vocab 5(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5. Pearso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s 

self-learning or consolidation.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可在

家作預習或鞏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五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5E 1. 抄默書內容： 

讀默(十，4丶 5段) 

背默(十，2段) 

(用紙抄）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篇）

* 在閱讀寶庫內* 

1. Do revision on the spelling of the 

past participle on English textbook 

P.71-76 at home, as consolidation. 

We have highlighted some 

important past participles to revise. 

Will conduct a small quiz after the 

students back school.  

溫習英文書第 71-76頁的動詞表的

串法作鞏固, 特別是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的串法。老師已用

黃色瑩光筆選了一些特別重要的

過去分詞，記得溫習它們的串

法。回校後會小測。 

2. Use the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

句子，並做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內/做在紙張上 :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3. Worksheet GE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象形圖 

 

2.基礎工作紙(18、

19)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8及 19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1. 科學探究影片 

2. 科學探究筆記 

3. 自學工作紙 

教育電視 

《齊來看看 

「光的反射」》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GE 5 (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4. Worksheet Vocab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Vocab 5(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5. Pearso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s 

self-learning or consolidation.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可在

家作預習或鞏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五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5F 1. 温抄(21/11默書

內容:詞語、背默

及讀默) 

 

2. 現代出版社網上

《 每 日 一 篇 》

（13/11-15/11 星

期三至五 共三篇）

* 在閱讀寶庫內* 

1. Do revision on the spelling of the 

past participle on English textbook 

P.71-76 at home, as consolidation. 

We have highlighted some 

important past participles to revise. 

Will conduct a small quiz after the 

students back school.  

溫習英文書第 71-76頁的動詞表的

串法作鞏固, 特別是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的串法。老師已用

黃色瑩光筆選了一些特別重要的

過去分詞，記得溫習它們的串

法。回校後會小測。 

2. Use these 5 words from the HFW 

list to make sentences and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用以下 5個英文常用字各做一句

句子，並做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

本(notebook)內/做在紙張上 : 

little, must, every, because, draw 

3. Worksheet GE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 螢火蟲教室： 

- 象形圖 

 

2.基礎工作紙(18、

19) 

 

3.電子黑板(自學或

閱讀) 18及 19課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1. 科學探究影片 

2. 科學探究筆記 

3. 自學工作紙 

教育電視 

《齊來看看 

「光的反射」》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GE 5 (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4. Worksheet Vocab 5 (Unit 3):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 /on a 

piece of paper. 

工作紙 Vocab 5(第 3課) 可選擇自

行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

記本(notebook)內做/做在紙張

上。 

5. Pearso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s 

self-learning or consolidation. 

Pearson網上自學平台，學生可在

家作預習或鞏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六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6A 1. 書 P.22-26  

 

2. 書 P.21 改

「以中國一個

城市」為題 

 

3.成語單元一  

1.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見附件 1)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自行

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notebook)內做 

3. Pearson –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

台(見附件 4及 5) 

 → Book 6A- Chapter 1-4 (Consolidation) 

4.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 Level 3 – Writing a book report (Pre-

study) 

5.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網上自

學平台 → Week 11– “Wing” (Level 3) 

6. Watch movies that will cover in chapter 5 

and 6. They ar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Phoenix, The incredibles and the shrek.  

觀看與第六課及第七課有關的電影(見附

件 6)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平均數(高階思維

訓練) 

 

2.工作紙 

- 小數四則運算 

 

3. 閱讀工作紙 

- 百分數 

-小數及分數互化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兩性相處》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六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6B 1. 做書 p.22 至

26 

 

2. 預習(九)，做

書 p.35 至 37 

 

3. 完成寫前工 

 

4.温成語單元一 

1.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見附件 1)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自行

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notebook)內做 

3. Pearson –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

台(見附件 4及 5) 

 → Book 6A- Chapter 1-4 (Consolidation) 

4.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 Level 3 – Writing a book report (Pre-

study) 

5.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網上自

學平台 → Week 11– “Wing” (Level 3) 

6. Watch movies that will cover in chapter 5 

and 6. They ar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Phoenix, The incredibles and the shrek.  

觀看與第六課及第七課有關的電影(見附

件 6)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平均數(高階思維

訓練) 

 

2.工作紙 

- 小數四則運算 

 

3.閱讀工作紙 

- 百分數 

-小數及分數互化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兩性相處》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六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6C 1. 書 P.22-26 

 

2. 書 P.21 改

「以中國一城

市」為題 

 

3. 溫成語單元一 

 

4.(紙)抄默(七) 

1.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見附件 1)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自行

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notebook)內做 

3. Pearson –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

台(見附件 4及 5) 

 → Book 6A- Chapter 1-4 (Consolidation) 

4.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 Level 3 – Writing a book report (Pre-

study) 

5.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網上自

學平台 → Week 11– “Wing” (Level 3) 

6. Watch movies that will cover in chapter 5 

and 6. They ar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Phoenix, The incredibles and the shrek.  

觀看與第六課及第七課有關的電影(見附

件 6)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平均數(高階思維

訓練) 

 

2.工作紙 

- 小數四則運算 

 

3.閱讀工作紙 

- 百分數 

-小數及分數互化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兩性相處》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六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6D 1.書 P22-26,温

抄默(七) 

1.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見附件 1)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自行

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notebook)內做 

3. Pearson –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

台(見附件 4及 5) 

 → Book 6A- Chapter 1-4 (Consolidation) 

4.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 Level 3 – Writing a book report (Pre-

study) 

5.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網上自

學平台 → Week 11– “Wing” (Level 3) 

6. Watch movies that will cover in chapter 5 

and 6. They ar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Phoenix, The incredibles and the shrek.  

觀看與第六課及第七課有關的電影(見附

件 6)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平均數(高階思維

訓練) 

 

2.工作紙 

- 小數四則運算 

 

3.閱讀工作紙 

- 百分數 

-小數及分數互化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兩性相處》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六年級停課功課及自學安排總表 

班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視藝科 

6E 1. 自主閱讀:書

P.22至 26 

 

2. 預習(十) 

 

3.溫成語單元一 

1. Do revision on Dict 4. Will conduct the 

dictation after the student back school.  

溫習默書 Dict 4，回校後默書(見附件 1) 

2. GE 4 & Vocab 4: Print it out or do it in the 

notebook(見附件 2及 3) 

工作紙 (GE 4和 Vocab 4): 可選擇自行

列印出來或在夾在英文書的筆記本

(notebook)內做 

3. Pearson – E-homework  進入網上自學平

台(見附件 4及 5) 

 → Book 6A- Chapter 1-4 (Consolidation) 

4. Pearson – E-writing 進入網上自學平台 

→ Level 3 – Writing a book report (Pre-

study) 

5. Pearson – A passage a week 進入網上自

學平台 → Week 11– “Wing” (Level 3) 

6. Watch movies that will cover in chapter 5 

and 6. They ar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Phoenix, The incredibles and the shrek.  

觀看與第六課及第七課有關的電影(見附

件 6) 

請同學利用以下學

習材料進行自學﹕ 

1.平均數(高階思維

訓練) 

 

2.工作紙 

- 小數四則運算 

 

3.閱讀工作紙 

- 百分數 

-小數及分數互化 

 

4.現代教育出版社

的每日十題 

教育電視 

《兩性相處》

 
 

閱讀資料 

 

「大新銀行 HELLO 

KITTY 儲蓄夢 

同行」 

網上繪畫比賽 

 

https://sketchpad.app 

sp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