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周停課學習
2/3 3/3 4/3 5/3 6/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自學技巧 創新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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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早會直播：9:
00-9:20 全級學生

登入Google 
Classroom完成製作
停課作息時間表，好
好規劃停課的時間，
達到善用時間的精
神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2/3 編寫方塊
指令程式」
進入連結：
「編寫方塊指令程
式」
，並完成任務。

登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教學
短片，並按指示完成
任務。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the video
3. Complete the 
Google form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影片
3. 學習休止符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教學短片︰
「P1兩位數加法及連
加法」      3. 完成  1
下A冊書P. 67(1-6)、
P.71(1-10)、 P.78
(1-8)                 4. 
完成1下A作業P. 24-
25，                          
P. 27-28
5. 完成自評Google 
form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短
片 3. 完成工作紙（問
題和答案會在家長
群組發放）4.完成後
在google classroom
常識科按"完成功課"

1. 依照影片進行健
康體適能活動
2. 完成GOOGLE 
FORM 問卷

2/3 3/3 4/3 5/3 6/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自學技巧 創新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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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Google 
Classroom完成製作
停課作息時間表，好
好規劃停課的時間，
達到善用時間的精
神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2/3 Word加入
圖片教學」
觀看教學短片︰
「Word加入圖片教
學」，並 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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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上早會直播：9:
00-9:20 全級學生

登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教學
短片，並按指示完成
任務。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the video.                                       
3. Finish book p.8.                                                
4. Make sentences 
on a piece of paper.                           
5. Take a photo of 
your work and 
upload it.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影片、口琴譜
及音階表
3. 練習吹奏樂曲：
Little Red Hat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後經連結
到Google Sites 完
成＜減法＞課堂（內
有兩頁），並把堂課
研習答案輸入到網
頁內的Google Form
內
2. 完成書p. 
53,58,65和作下A p. 
17-22，打開副件自
行檢對，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3. 完成問卷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教
學影片，學習書2B冊
_1.1課(P.4-6)，關於
情緒的知識。
2. 完成書2B冊P.6
(3)，在每幅圖片的下
方寫下一個樂觀的
想法。同學留意，必
須以完整句子作答，
字體須端正清晰。
3. 把答案拍攝下來，
留意相片須清晰，然
後上傳，最後按「繳
交」。

1. 依照影片進行健
康體適能活動
2. 完成GOOGLE 
FORM 問卷

2/3 3/3 4/3 5/3 6/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自學技巧 創新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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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Google 
Classroom完成製作
停課作息時間表，好
好規劃停課的時間，
達到善用時間的精
神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2/3  Power 
Point 簡報教學第一
課」
觀看教學短片︰
「Power Point 簡報
教學」，並 完成任
務。

登入Google 
Classroom觀
看教學短片，並按指
示完
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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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上早會直播：9:
00-9:20 全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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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影片及樂譜
3. 練習吹奏樂曲：
Amazing Grace，預
習D、E和D'的指法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教學短片
3. 完成3下A冊書P.
47-56，並自行核對
答案
4. 完成3下A冊作業
P.17-21，並自行核
對答案
5. 填寫自評問卷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
片
2. 完成3D冊書P.5-
7,9-11
3. 朗讀課文
4. 回答問題
5. 在Google 
classroom按「標示
為完成」

1. 依照影片進行健
康體適能活動
2. 完成GOOGLE 
FORM 問卷

2/3 3/3 4/3 5/3 6/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自學技巧 創新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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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中國服飾〉
一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登入Google 
Classroom完成製作
停課作息時間表，好
好規劃停課的時間，
達到善用時間的精
神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2/3 Google 
簡報第一課」
觀看教學短片︰「P4 
Google ppt_1」，並 
完成任務。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秦至唐衣
著〉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 
觀看教學短片，並完
成任務。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短片(見附件)
3. 選擇短片中的其
中一項來完成
4. 拍照/拍片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再按「繳交」
(未能上載的同學畫
在畫冊，再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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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至清衣
著〉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the video 3. 
Finish and submit 
the Google form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聆聽樂曲
3. 回答Google form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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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上早會直播：9:
00-9:20 全級學生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皇帝的衣
食住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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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作業P.
2,4,5
3. 開啟附件，用鉛筆
自行核對作業P.
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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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吃 〉
一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1.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教
學影片
2.然後完成練習
3.在Google 
Classroom按「繳交」

1. 依照影片進行健
康體適能活動
2. 完成GOOGLE 
FORM 問卷

2/3 3/3 4/3 5/3 6/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自學技巧 創新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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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中國服飾〉
一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登入Google 
Classroom完成製作
停課作息時間表，好
好規劃停課的時間，
達到善用時間的精
神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2/3 excel教學
第一課」
觀看教學短片︰「P5 
excel教學(一)  」，並 
完成任務。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秦至唐衣
著〉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 
觀看教學短片，並 完
成任務。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短片(見附件)
3. 選擇短片中的其
中一項來完成
3. 拍照/拍片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再按「繳交」
(未能上載的同學畫
在畫冊，再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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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至清衣
著〉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the video 
(Answer the 
questions on your 
TB)
3. Take a photo of 
your work (TB p.16) 
and upload it.

1.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聆聽樂曲
3. 回答Google form
問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皇帝的衣
食住行〉一文，然後
在google form 回答
問題。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觀看片
段
2. 完成作業5下A 
p15(1-10)、p16(1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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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上早會直播：9:
00-9:20 全級學生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古代的吃 〉
一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1.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教
學影片(1)和(2)
2.完成Google Form
問題
3.在Google 
Classroom按「標示
為完成」

1. 依照影片進行健
康體適能活動
2. 完成GOOGLE 
FORM 問卷

2/3 3/3 4/3 5/3 6/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自學技巧 創新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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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中國服飾〉
一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登入Google 
Classroom完成製作
停課作息時間表，好
好規劃停課的時間，
達到善用時間的精
神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2/3 Google_
表單」
觀看教學短片︰
「Google_表單  」，
並 完成任務。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秦至唐衣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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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
解部分
2. 觀看教學短片，並
完成任務。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短片(見附件)
3. 選擇短片中的其
中一項來完成
3. 拍照/拍片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再按「繳交」
(未能上載的同學畫
在畫冊，再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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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至清衣
著〉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Finish Unit 2 
Reading Text
3. Finish PS1 
Reading Exercise 2

1.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聆聽樂曲
3. 回答Google form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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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上早會直播：9:
00-9:20 6K學生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皇帝的衣
食住行〉一文，然後
在google form 回答
問題。

1. 依Google 
Classroom連結到2
個Google Sites 完
成＜圓周的認識＞
和＜ 停課增潤課(1)
百分數的應用＞
2.作下A p. 23-24
3. HKAT數學科
2020分類練習P.2－
4
4. 完成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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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上早會直播：9:
00-9:20 6C學生

進入Google 
Classroom ，登入
「每日看一篇」—停
課期間網上閱讀計
劃，閱讀〈古代的吃 〉
一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1.觀看以下教學影片
2.完成影片中要求的
任務
   *任務：在綜合簿
內，把影片的重點摘
錄成筆記，然後拍照
上載
   *上載方法可參閱
「遞交功課的方法」
3.完成上載後按「繳
交」

1. 依照影片進行健
康體適能活動
2. 完成GOOGLE 
FORM 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