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13/3 停課學習
9/3 10/3 11/3 12/3 13/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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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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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花果故事直播
直播：9:00-9:20 全
級學生

2. 外籍教師網上直
播教學：
10:00-10:30  全級
學生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9/3 上網要健
康」
觀看教學短片︰「上
網要健康」，並 完成
任務。

A. 網上功課：
登入Google Classroom
1. 觀看教學短片，並完
成任務。

B. 紙本功課：
1. 在詞語簿抄寫詞語，
每個3次。
2. 在詞語簿完成2個造
句。
3.16/3(一)交  詞語簿

1. Watch YouTube 
"Learning about adjectives 
to describe people".
2. Watch the PowerPoint 
"Learning about making 
sentences to describe 
people".
3. Finish textbook 1B p.11
(1-8)
4. Do worksheet (Extended 
Task)
5. Finish writing practice 
(pre-writing task A-B)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教學短片
3. 完成1下B作業P.2-3、P.
5-6、P.8
4.  完成自評Google form

1.進入google classroom
2.觀看影片
3.完成1C冊書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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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0/3 11/3 12/3 13/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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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數學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常識 體育

P.2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9/3  搜尋器
及Word表格」
觀看教學短片︰「搜
尋」和「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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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花果故事直播
直播：9:00-9:20 全
級學生

2. 外籍教師網上直
播教學：
10:00-10:30  全級
學生

A. 網上功課：
1. 登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教學影
片學習賀卡，並完成任
務。    
B. 紙本功課：  
1. 按影片指示，在詞語
簿內寫一張賀卡。 
2. 16/3(一)交回詞語簿。

1. Watch the video. 
2. Complete book B P.29. 
3. Write 3 sentences and a 
writing practice. 
4. Upload the photos of 
book B P.29 , 3 sentences 
and the writing practice to 
Google Classroom. 

1. 觀看影片及完成堂課
2. 家課：書P.71、76-77(自
由選擇)及作P.23-28(必需
完成) 
3. 自行訂正家課，並把作P.
23-28 上載至GOOGLE 
CLASSROOM
4. 完成GOOGLE FORM 問
卷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影片，認識舒緩情
緒的方法。
3. 在常識綜合簿上，寫出
或畫出「一件不快樂的事
情，以及舒緩心情的方
法」。
4. 把功課拍攝下來，然後
上傳，最後按「繳交」。
5. 完成2B冊作業第1課 
(註：2B作業會於3月18日
派發，並需於復課後交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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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0/3 11/3 12/3 13/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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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數學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常識 體育

P.3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9/3  簡報
(POWER POINT) 
第二課」
觀看教學短片︰
「Powerpoint 簡報
2」，並 完成任務。

A. 網上功課：
登入Google Classroom
1. 觀看教學短片(「設問」
和「書信評講」，並完成
任務。

B. 紙本功課：
1. 完成課本第41頁。
2. 完成作業(下一冊)第
12頁。
3. 在詞語簿(2)寫作書
信。

15分鐘前進入Google 
Classroom中「術科」的
訊息串取連結或複製代
碼

1.無花果故事直播直
播：9:00-9:20 全級學生

2. 外籍教師網上直播
教學：
10:00-10:30  全級學生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the video. 
3. Finish TB p.16 and a 
writing practice. 
4. Upload the photos of TB 
P.16 and the writing 
practice.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教學短片
3. 完成3下B冊作業P.19-22
4. 完成3下B冊書P.51-
52,56
5. 完成自評Google form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片，學
習關於香港動植物的知
識。
2. 完成書3D冊P.14問題。
3. 把答案拍攝下來，然後
上傳，最後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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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0/3 11/3 12/3 13/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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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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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Google Classroom ，
登入「每日看一篇」—停課期
間網上閱讀計劃，閱讀〈飲食
生活〉一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2.進入Google Classroom ，
觀看教學短片，並完成任務。
A網上功課：NEARPOD
B紙本功課：寫作(需拍照上載
繳交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9/3 Google 
簡報第二課」
觀看教學短片︰
「Google 簡報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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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飲
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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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網上功課：NEARPOD
B紙本功課：寫作(需拍照
上載繳交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瀏覽網頁《無牆雕
塑廊 飽覽大師傑
作》
3. 完成Google for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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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故
鄉〉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the video. 
3. Complete TB P.29 and 
NB (2 questions in the 
video) 
4. Complete a writing 
practice.
5. Upload photos of TB, NB 
and the writing practice to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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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無花果故事直播直播：9:
00-9:20 全級學生

2. 外籍教師網上直播教
學：
10:0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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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名
師〉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 
1. 觀看教學兩段短片
2. 完成4下B作業P. 18-19及
4下B冊書P. 55,61，完成後
自行核對。
3. 填寫自評問卷
4. 面積遊戲(LEVEL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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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生術〉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1.進入Google Classroom
2.完成2個NEARPOD課件
（內有功課）
3.完成作業P.4-5
3.把作業P.4-5拍攝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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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0/3 11/3 12/3 13/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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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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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生
活〉一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9/3  試算表
(EXCEL教學二) 」
觀看教學短片︰「 
試算表(EXCEL教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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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飲
食〉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1.進入Google 
classroom
2.觀看教學短片，並完成
任務
3.下載及完成寫工(4)
4.下載寫作紙並完成寫
作(50分鐘)
5.18/3交回寫工及寫作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瀏覽網頁《無牆雕
塑廊 飽覽大師傑
作》
3. 完成Google for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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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故
鄉〉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the video. 
3. Finish TB p.16, 21 and a 
writing practice. 
4. Upload the photos of TB 
P.16,21 and the writing 
practice to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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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Google Classroom
1. 看2條片段及完成作業5
下B p2-5。
2. 完成作業5下B p2-5
3. 總結溫習-觀看ETV 小五 
簡易方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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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無花果故事直播直播：9:
00-9:20 全級學生

2. 外籍教師網上直播教
學：
10:0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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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生術〉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1.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教學影片
2.完成Google Form問題
3.在Google Classroom按
「標示為完成」
4.完成5C冊作業第1課 
(註：5C作業會於3月18日
派發，並需於復課後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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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0/3 11/3 12/3 13/3
網上直播學習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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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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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生
活〉一文，然後在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進入「創新科技科」
Google Classroom 
開啟 「9/3 Mircobit 
廣播訊息」
觀看教學短片︰
「Mircobit_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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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飲
食〉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A. 網上功課：
登入Google Classroom
1. 完成中一入學前模擬
試卷(二)語文知識部分
2.  觀看教學短片，並完
成任務。

B. 紙本功課：
1. 完成六上二冊作業
(10)(P.2-3)
2. 18/3(三)交回作業

1. 進入Google 
classroom
2. 瀏覽網頁《無牆雕
塑廊 飽覽大師傑
作》
3. 完成Google for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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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故
鄉〉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1. Go to Google 
Classroom.
2. Watch Unit 2B + Copy 
NB
3. Writing Pract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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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無花果故事直播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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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名
師〉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
題。

進入Google Classroom
1. 觀看教學短片及回答問題
2. 完成6下B作業P.14-17及
書P.31-33
3. 開啟附件，用鉛筆自行核
對6下B作業P.14-17及書P.
3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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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向]、
P.6[平面圖形和立體圖形]和
P.7[周界和面積]；完成後，
把答案輸入3個附件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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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花果故事直播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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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生術〉一文，然後在
google form 回答問題。

1.進入Google 
Classroom，觀看教學影片
2.完成Google Form問題
3.在Google Classroom按
「標示為完成」
4.完成6D冊作業第4課，於
3月18日交回；工作紙會於
3月18日派，4月8日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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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