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周停課學習

教師製作的學習片段版權屬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擁有，影片或文字等內容不可轉發，除指定的接收人
士（本校學生或家長）外，任何人均嚴禁審閱、轉發、發放、複印、複製本。敬請留意。

24/2 25/2 26/2 27/2 28/2
網上直播學習 重溫使用GOOGLE 

CLASSROOM方法
健康教育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視藝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英文 音樂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數學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常識 體育

P.1 15分鐘前進入Google 
Classroom中「術科」的訊息
串取連結或複製代碼

1.網上陽光直播：9:00-9:30 
各班進入自己班別
 的Hangouts Meeting

2. 外籍教師網上直播教學：
10:00-10:30  K班學生進入
Hangouts Meeting／
11:00-11:30  C班學生進入
Hangouts Meeting

1.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P.1-
6 進入Google Classroom ，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

2. 圖書科：P.1-6 進入Google 
Classroom，閱讀指引，完成
《抗疫.抗逆》圖書DIY

1.完成啟思自習篇章P.
17-21

1. Watch the ETV( The 
magic Bus Ride), revise 
the common means of 
transport in Hong Kong
2. Watch the power 
point, learn the 
grammar structure
3. Do WS6( I come to 
school by _____)  
4. Submit the WS6

進入Google Classroom
1. 核對課本答案：1下A冊書P.
43-44, 54 (已於2月13日完成)
2. 觀看教學短片
3. 完成1下A冊作業P.16, 20-21
(若沒有作業，可到按連結自行列
印或於堂課簿完成)，再自行核對
答案
4. 完成Google form（包括「第四
周 數學科 功課」及自評Google 
form）

在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片
並回答家長提問(問
題及答案見問題紙)

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
片，並在家中進行簡
易運動

24/2 25/2 26/2 27/2 28/2
網上直播學習 重溫使用GOOGLE 

CLASSROOM方法
健康教育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視藝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英文 音樂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數學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常識 體育

P.2 1.按連結觀看重溫使用
GOOGLE CLASSROOM方
法短片：

1.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P.1-
6 進入Google Classroom ，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

2. 圖書科：P.1-6 進入
Google Classroom，閱讀指
引，完成《抗疫.抗逆》圖書
DIY

15分鐘前進入Google 
Classroom中「術科」的訊
息串取連結或複製代碼

1.網上陽光直播：9:00-9:
30 各班進入自己班別
 的Hangouts Meeting

2. 外籍教師網上直播教
學：
10:00-10:30  K班學生進
入Hangouts Meeting／
11:00-11:30  C班學生進
入Hangouts Meeting

1. 登入Google 
Classroom閱讀文章
2. 完成網上練習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video 1.                                     
3. Watch video 2.                                      
4. Complete the google 
form. 

1.觀看影片及完成堂課(2下A書
第5-6課)
***書P.30-32, 36-41***(必需觀
看)
***書P.33-35***(自由觀看)
2. 完成家課：書P.42 & 作業P.
12-16
3. 用鉛筆訂正作業
4. 完成GOOGLE FORM 問卷

在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片
並回答家長提問(問
題及答案見問題紙)

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
片，並在家中進行簡
易運動

2.按連結GOOGLE FORM 完
成功課

24/2 25/2 26/2 27/2 28/2
網上直播學習 重溫使用GOOGLE 

CLASSROOM方法
健康教育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視藝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英文 音樂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數學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常識 體育

P.3 1.按連結觀看重溫使用
GOOGLE CLASSROOM方
法短片：
短片連結

1.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P.1-
6 進入Google Classroom ，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

2. 圖書科：P.1-6 進入
Google Classroom，閱讀指
引，完成《抗疫.抗逆》圖書
DIY

1. 登入Google 
Classroom閱讀文章
2. 完成網上練習

15分鐘前進入Google 
Classroom中「術科」的訊
息串取連結或複製代碼

1.網上陽光直播：9:00-9:30 
各班進入自己班別
 的Hangouts Meeting

2. 外籍教師網上直播教學：
10:00-10:30  K班學生進入
Hangouts Meeting／
11:00-11:30  C班學生進入
Hangouts Meeting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Unit 2B + NB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經連
結到Youtube觀看影片
2. 完成GOOGLE FORM 練習
3. 開啟電子作業,3下A冊作業P.
22-23 ,自行列印或於堂課簿完
成
4. 用鉛筆自行核對作業P.22-23
答案

在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片
並回答家長提問(問
題及答案見問題紙)

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
片，並在家中進行簡
易運動

2.按連結GOOGLE FORM 完
成功課

24/2 25/2 26/2 27/2 28/2
網上直播學習 重溫使用GOOGLE 

CLASSROOM方法
健康教育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視藝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英文 音樂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數學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常識 體育

P.4 1.按連結觀看重溫使用
GOOGLE CLASSROOM方
法短片：
短片連結

1.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P.1-
6 進入Google Classroom ，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

2. 圖書科：P.1-6 進入
Google Classroom，閱讀指
引，完成《抗疫.抗逆》圖書
DIY

3.「每日看一篇」：P4-6 進入
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課期間網
上閱讀計劃，閱讀〈地圖〉一
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
問題。

1.完成PS1短文寫作練習
35(P.59-61)　　2.登入
google classroom 觀看
短片，並完成任務。　　3.
登入google classroom，
核對第一至三周補充答
案。 4.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每日
看一篇」—停課期間網上
閱讀計劃，閱讀〈天氣〉一
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1. 登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短片 2. 
在視藝科畫簿或報紙上
練習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劃，閱
讀〈古代快遞員〉一文，然
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
觀看影片及完成Google 
form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聆聽樂曲，完成書P.6-
7
3. 聆聽樂曲及唱歌(書P.
8)

15分鐘前進入
Google Classroom
中「術科」的訊息串取
連結或複製代碼

1.網上陽光直播：9:
00-9:30 各班進入自
己班別
 的Hangouts 
Meeting

2. 外籍教師網上直
播教學：
10:00-10:30  K班學
生進入Hangouts 
Meeting／
11:00-11:30  C班學
生進入Hangouts 
Meeting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課
期間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金牌〉一文，然
後在google form 回
答問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
1. 觀看教學短片
2. 完成4下A作業P.22-23(若沒
有作業，請自行列印或於堂課簿
完成)
3. 開啟附件，用鉛筆自行核對作
業P.22-23答案，並填寫自評問
卷
4. 完成以上3個步驟，在
GOOGLE CLASSROOM按「標
示為完成」。
如可拍照，請拍下完成的功課，
以附件形式上載至GOOGLE 
CLASSROOM。未能拍照上載，
復課後再檢查。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課
期間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出行〉一文，然
後在google form 回
答問題。

在Google 
Classroom按連結觀
看影片，並完成短片
內要求的任務

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
片，並在家中進行簡
易運動

2.按連結GOOGLE FORM 完
成功課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24/2 25/2 26/2 27/2 28/2
網上直播學習 重溫使用GOOGLE 

CLASSROOM方法
健康教育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視藝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英文 音樂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數學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常識 體育

P.5 1.按連結觀看重溫使用
GOOGLE CLASSROOM方
法短片：

1.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P.1-
6 進入Google Classroom ，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

2. 圖書科：P.1-6 進入
Google Classroom，閱讀指
引，完成《抗疫.抗逆》圖書
DIY

3.「每日看一篇」：P4-6 進入
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課期間網
上閱讀計劃，閱讀〈地圖〉一
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
問題。

1.完成PS1短文寫作練習
45(P.67-68)
2. 登入google classroom 
觀看短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3.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每日
看一篇」—停課期間網上
閱讀計劃，閱讀〈天氣〉一
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1.登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短片，
認識畢加索
2. 瀏覽網頁，認識畢加
索的作品 
3. 完成工作紙 或 把工
作紙練習畫在視藝簿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劃，閱
讀〈古代快遞員〉一文，然
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Unit 1B                   
3. Finish book p.8 + 
Quizlet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預習牧童笛Donna 
Donna（書P.11)及寫
letter names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課
期間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金牌〉一文，然
後在google form 回
答問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
按序點選課堂作業上的edpuzzle
連結，觀看教學片段，學習立體
圖形
按序完成小結練習及課堂工作紙
P20-23
功課：作5下A P9-10

15分鐘前進入Google 
Classroom中「術科」的訊息串取
連結或複製代碼

1.網上陽光直播：9:00-9:30 各班
進入自己班別
 的Hangouts Meeting

2. 外籍教師網上直播教學：
10:00-10:30  K班學生進入
Hangouts Meeting／
11:00-11:30  C班學生進入
Hangouts Meeting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課
期間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出行〉一文，然
後在google form 回
答問題。

在Google 
Classroom按連結觀
看影片並回答問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
片，並在家中進行簡
易運動

2.按連結GOOGLE FORM 完
成功課

24/2 25/2 26/2 27/2 28/2
網上直播學習 重溫使用GOOGLE 

CLASSROOM方法
健康教育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視藝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英文 音樂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數學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常識 體育

P.6 1.按連結觀看重溫使用
GOOGLE CLASSROOM方
法短片：

1.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P.1-
6 進入Google Classroom ，
開抗疫。抗逆懶人包

2. 圖書科：P.1-6 進入
Google Classroom，閱讀指
引，完成《抗疫.抗逆》圖書
DIY

3.「每日看一篇」：P4-6 進入
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課期間網
上閱讀計劃，閱讀〈地圖〉一
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
問題。

登入Google Classroom：
1. 完成中一入學前模擬
試卷(一)語文知識部分
2. 觀看短片，並完成任
務。
3. 登入「每日看一篇」—
停課期間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天氣〉一文，然後回
答google form 的問題。

1.登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短片，
學習欣賞梵谷的名作
《向日葵》。
2. 完成google form的
問答題。
3. 繳交google form後，
按下「標示為完成」。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劃，閱
讀〈古代快遞員〉一文，然
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Unit 1B + 
Copy NB
3. Finish Reading 
Exercise 1

1. 預習F#音的指法(牧童
笛書P.19) 2. 觀看
YouTube短片學習吹奏
樂曲Minuet (牧童笛書P.
21. No1)寫音名

15分鐘前進入
Google Classroom
中「術科」的訊息串取
連結或複製代碼

1.網上陽光直播：9:
00-9:30 各班進入自
己班別
 的Hangouts 
Meeting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課
期間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金牌〉一文，然
後在google form 回
答問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
1. 觀看教學短片
2. 完成6下B作業P.2-4(若沒有作
業，請自行列印或於堂課簿完成)
3. 開啟附件，用鉛筆自行核對作
業P.2-4答案，並填寫自評問卷
4.  於堂課簿完成HKAT數學科
2020分類練習P.10[複合棒形圖]
和P.11[代數式和一步方程)；完
成後，把答案輸入附件GOOGLE 
FORM，並用鉛筆自行核對答案
5. 完成以上4個步驟，在
GOOGLE CLASSROOM按「標
示為完成」
如可拍照，請拍下完成的功課，
以附件形式上載至GOOGLE 
CLASSROOMS。

15分鐘前進入Google 
Classroom中「術科」的訊息串取
連結或複製代碼

1.網上陽光直播：9:00-9:30 各班
進入自己班別
 的Hangouts Meeting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課
期間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出行〉一文，然
後在google form 回
答問題。

在Google 
Classroom按連結觀
看影片並回答問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
片，並在家中進行簡
易運動

2.按連結GOOGLE FORM 完
成功課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youtu.be/KXUnwaHshYE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https://forms.gle/JVDWRnxdQYEfynoM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