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通告 

事由：因疫情持續，停課期間學生在家自習安排 

敬啟者：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情況，教青局宣佈全澳中、小、幼學校延期復課至另行通

知，敬請家長垂注。 

  本校根據教青局相關指引，為使學生在正式復課前能繼續進行適切的學習活動，本校

將利用電子平台或網上系統指導學生在家自習，此外，學校將於 4月內派發學生用書，敬

請密切留意學校發佈有關資訊。 

  在停課期間，勉勵學生合理規劃學習、休息、娛樂時間，建立良好作息習慣，注意個

人衛生習慣，勤洗手，照顧自己身體健康。同時，敬請家長協助督促學生完成居家學習內

容，注意子女學習、作息以及衛生習慣。避免聚集，如非必要應減少外出活動，以保障健

康安全，合力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現附上 2020年 3月 30日至 4月 3日學生功課安排，煩

請查閱附件的資料。並請於 2020年 4月 1日（星期三）前填妥電子通告簽章交回為盼。   

此致 

家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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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30日至 4月 3日─K1級自學計劃表  

中文 

學習內容： 

‧溫習句式(朗讀):「我會刷牙/洗手/洗毛巾。」」(請參閱第六周附件) 

‧溫習生字(朗讀): 刷牙、洗臉、洗澡、洗手、洗毛巾、眼睛、 

鼻子、嘴巴 

(請參閱第六周附件) 

參考影片:<不愛乾淨的小瑪>  

https://bit.ly/2yg0sFe  (影片-5:19) 

觀看影片回饋: 

1.小瑪有什麼壞習慣?(小瑪的壞習慣有很多，他不愛洗臉、洗澡、洗手、

挖鼻孔、吐口水和吃手指頭。) 

2.你覺得小瑪的習慣對嗎?試說說有哪些要改善的地方?(自由作答。) 

3.留意影片中後段的遊戲圖片，請大家幫忙小瑪尋找洗澡用具和小鴨。 

影片(5:06開始) (參考答案請參閱附件) 

 

英文 

學習內容： 

‧溫習兒歌: Rain rain go away / Pizza for three pigs 

http://bit.ly/3cWE03K  (影片0:39) 參閱第七周影片          

http://bit.ly/33jBpwr   (影片0:30) 參閱第七周影片 

‧溫習字母(朗讀): N n O o P p Qq Rr Ss 

‧溫習生字(朗讀): nose / noodle / orange / octopus / pig / pizza / 

queen / quilt / rain / rabbit / sun / sea 
https://youtu.be/qD6xcGadMAc  (影片-2:33) 

‧phonic n-p(4-02)  (每天請看一段 phonic)    

溫習目標: 

1. 幼兒能讀出字母、生字及加強對 phonic 發音的能力 

2. 透過影片，以提升幼兒在聽、說、讀及專注的能力。 
https://bit.ly/2WPywSF  (影片-4:03) 

鼓勵家長在日常生活中，運用以上 revision 影片的形式，隨意讀出字母及
生字與幼兒一起練習。 

 

數學 

學習內容： 
‧學習配對影子和實物。(請參閱附件) 

‧重溫數字1-9的順序。(請參閱第五周附件) 

‧重溫直觀比較遠和近的位置。(請參閱第五周附件) 

‧唱數1-10 

鼓勵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光線與幼兒一起進行影子遊戲。☆歡迎家

長拍攝或錄影幼兒的製作過程及把完成作品相片寄到群組，讓老師

和家長們共同分享。 

家課安排： 

數學科工作紙 

常識 
學習內容： 

‧學習配對日常生活有關聯的事物。(請參閱附件) 

 

宗教 

學習內容： 
<十字架犧牲的愛> 

‧知道耶穌愛我們，為我們被釘十字架。 

四旬期小任

務：懂得幫助鄰

舍，並完成圖卡

https://bit.ly/2yg0sFe
http://bit.ly/3cWE03K
http://bit.ly/33jBpwr
https://youtu.be/qD6xcGadMAc
https://bit.ly/2WPywSF


 
 

‧知道耶穌沒有犯罪。  

‧要學習耶穌有犧牲精神。 

‧參考影片： 主耶穌被十字架 

https://bit.ly/3bz9v2s  (影片 8:13 ) 

觀看影片回饋:  

1. 耶穌願意被釘在十字架上，是為了誰？是甚麼原因耶穌要這樣做? 

(是為了世人。/是因為耶穌愛世人。) 

2.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你的心情如何？(自由作答) 

3. 你怎樣回應主耶穌的愛？(自由作答) 

    (幫助人、聽父母的話、與人和睦、與人分享…) 參考答案 

任務（五） 

視藝 

學習內容： 

填色添晝<小獅子> (附件圖畫) 

‧培養幼兒手眼協調及創作的能力。 

‧培養幼兒的審美及觀察能力。 

‧加強訓練幼兒的小手肌。 

創作程序: 

1. 請自行編印附件圖畫"小獅子"(家長也可協助繪畫小獅子的外形) 。 

2. 填色後，在空白地方繪畫出背景圖畫，例如:天空、青草地。 

3. 利用創作的圖畫，可自由創作故事， 從而增加親子的互動，提升幼

兒的語言能力。 

作品請於復課

後交回學校作

校園展示。 

體能 

學習內容： 

學習：雙腳立定跳 

目標：訓練平衡力及協調性 

準備：1.繩子或帶子 

       2.運動鞋 

過程： 

1.雙腳微微分開，曲膝，雙手擺動跳起。 

2.曲膝着地，然後直立。 

練習：每次跳五下，然後停5秒，再重複動作跳三次。 

家長請檢視： 

1.幼兒雙腳需曲膝才跳起。 

2.雙腳著地後，身體需直立。 

雙腳立定跳圖

示： 

 

家長篇 

腦潛能遊戲：＜哪樣東西不見了?＞ 

目標： 

1.激活右腦功能。 

2.訓練幼兒專注力。 

準備： 

1.不同種類的物品 3至 8件(例如：水果、玩具、圖書……等) 

2.紙板或盒子蓋。 

遊戲玩法：(請參閱附件) 

1.首先讓幼兒讀出各種物品的名稱。(如圖 1) 

2.於枱上擺放 3件物品，讓幼兒注視 5秒。(如圖 2) 

3.以一塊紙板遮掩著物品，並取走一件物品。(如圖 3) 

 

https://bit.ly/3bz9v2s


 
 

4.移開紙板，並提問幼兒“哪樣東西不見了”? (如圖 4) 

訓練方法： 

1.注視時間：由 5秒開始，待幼兒熟練後，方可逐漸遞減時間至 1秒。 

2.物品數量：最初用 3件物品，待幼兒找出正確答案後，方可逐漸增加物 

           品的數量。 

☆小秘訣：腦潛能遊戲的重點是必須要快速，讓幼兒多運用他們的右腦進

行圖像記憶。建議家長在和幼兒遊戲時，給予幼兒的集中觀察時間不長於

5秒。 

 



<不愛乾淨的小瑪>影片第 3題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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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    第三段     利瑪竇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宗教科-四旬期小任務 

 

班別﹕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請在完成每週的四旬期小任務後，在以下的空格內畫上  ，將我的愛心送給耶穌哥哥。 

四旬期小任務(五) 

懂得幫助鄰舍 

 

四旬期小任務(六)  

為窮困國家的小朋友祈禱― 

每天唸一遍聖母經 

 

 
 

  

 

請把我們的四旬期小任務愛心卡送給耶穌哥哥，把我們的愛心  畫在耶穌哥哥的十字

架上，讓我們的愛心來支持及陪伴耶穌哥哥。 

 

 

 

 

 



<小獅子>填色添畫創作 



 

K1級_第九周 3月 30日至 4月 3日 腦潛能遊戲：＜哪樣東西不見了?＞………遊戲玩法： 

.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首先讓幼兒讀出各種物品的

名稱。 

於枱上擺放 3件物品，讓幼兒

注視 5秒。 

移開紙板，並提問幼兒

“哪樣東西不見了”? 

以一塊紙板遮掩著物品，並取走

一件物品。 



2019年度   第三段   利瑪竇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識數科練習  

班別：       姓名：           學號：       日期：30-3-2020-3-4-2020 

一.數一數，請把正確的答案連起來： 

 

 8 

 7 

 9 
二.分辨“多”和“少”，請把數量較“多”的毛巾填上顏色： 

  

三.請將距離盥洗盆“最遠”的小朋友圈出來： 

 

 

 

 

 

 



2019年度   第三段   利瑪竇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識數科練習 (答案) 

班別：       姓名：           學號：       日期：30-3-2020-3-4-2020 

一.數一數，請把正確的答案連起來： 

 

 8 

 7 

 9 
二.分辨“多”和“少”，請把數量較“多”的毛巾填上顏色： 

  

三.請將距離盥洗盆“最遠”的小朋友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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