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通告 

事由：因疫情持續，停課期間學生在家自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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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密切留意學校發佈有關資訊。 

  希望學生善用時間，準時完成作業，建立良好作息習慣，敬請家長協助督促學生準時

提交作業，注意子女學習、作息以及衛生習慣。現附上 2020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4 日學生

自學作業內容安排，煩請查閱附件的資料。並請於 2020年 4月 22日（星期三）前填妥電

子通告簽章交回為盼。 

    此外，請於 2020 年 4月 24日(星期五)前填寫預備復課及輔導支援問卷調查-- 幼稚園

家長篇，現附上相關連結，敬希垂注。 

https://forms.gle/J5t3KvG1jBgc9U8Z8  

 

 

此致 

家長先生 

 

                                            利瑪竇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2020 年 4 月 20 日 

P-029-20/04/2020   

https://forms.gle/J5t3KvG1jBgc9U8Z8


  

2020年 4月 20日至 4月 24日─K3級自學計劃表  

中

文 

學習內容﹕ 
•重溫(朗讀)生詞: 河流、節約、污染、湖、河、瀑布、海洋、下雨、冰、

水龍頭、動物、衣服、擔心 
•重溫(朗讀)句式﹕1.請把垃圾丟進垃圾箱/廢紙丟進廢紙箱。 
                  2.我們要愛護大自然/珍惜用水/珍惜食物。 
                  3.我用水洗澡和洗衣服/澆花和洗菜。 
•生字及句子發音影片: 

https://youtu.be/mZgLtTZ0vto  (影片- 2:39) 
參考影片<<我會珍惜不浪費>>       
https://youtu.be/Lb95b9RbJQI  (影片- 4:17) 

☺影片小問題   
1.琪琪洗手時，有甚麼做得不對的地方嗎？她應該怎麼做比較好？（1.洗 
  手時，沒有關水龍頭，浪費水資源。 2.洗手後，要把水龍頭關好。） 
2.好樂迪做美勞時，有甚麼做得不對的地方嗎？如果你是好樂迪，你會怎 
  麼做呢？（1. 浪費了很多手工紙 2.自由作答。） 
3.想一想，你們平常有甚麼不好的習慣或有做過浪費地球資源的事嗎？我 
  們可以怎樣去改善？（自由作答） 

家課安排: 

(1)簿: 

P.37(颱風/

烏雲/晴朗) 

(2)簿: 

P.36(朗) 

P.37(夏天

天氣炎熱。) 

活動册: 

P.9-12(達

達河) 

 

英

文 

學習內容﹕ 
•重温生字(串讀):a computer、a mobile phone、a newspaper、cloudy、 

  a telephone、rainy、sunny 

•學習生字(朗讀):windy、a rainbow 
•重溫字音: n  newspaper  night  nose 
•學習朗讀兒歌 
  Hello…Goodbye 
  Hello, Mimi. How are you? 
  Hello, Bibi. I am fine, thank you. 
  Let’s play at my home today. 
  Hooray! See you at one o’cock. 
  Goodbye! 
•口頭朗讀句子 
   Quiet, please.             No eating, please. 

   No drinking, please.        No running, please. 

   Line up, please.           Library cards, please. 

   Goodbye! 

•生字及句子發音影片: 

https://youtu.be/OsQla0xgq4Y  (影片- 6:38) 

參考影片<<Line up!>> 

https://youtu.be/yFrMF0ScN3Q (影片- 2:05) 
請幼兒學唱這首兒歌及向家人用英語說出“請排隊及請安靜”的日常用語 
Line up, please.請排隊 
Quiet, please.請安靜 

家課安排: 

(2)簿: 

P.15(It is a 

cloudy day.) 

P.16(wind) 

習作簿(6): 

P.10-11 

https://youtu.be/mZgLtTZ0vto
https://youtu.be/Lb95b9RbJQI
https://youtu.be/OsQla0xgq4Y
https://youtu.be/yFrMF0ScN3Q


  

數

學 

學習內容﹕ 

•重温:正點與半點 

       10以內的加法 

       唱數:(1-130) 

參考影片<<10以內的加法>> 

https://youtu.be/obfQfcWYcJA (影片- 2:25) 

☺影片小問題 

1. 1.影片中出現過哪兩種數學符號？(加號和等號＝)                                                  

2.如果小兔有 5 個蘋果，小狗都有 5 個蘋果，那麼他們的蘋果數量是相等  

2.   嗎？(他們的蘋果是相等的，都是 5)。                                                                

3.如果小兔有 5 個蘋果，小狗都有 5 個蘋果，小兔與小狗合起來共有多少 

個蘋果？(10個。5＋5＝10) 

家課安排: 

(2)簿: 

P.14(80 以

內的前後

數) 

P.15 

(8的減法) 

並用格簿抄

寫阿拉伯數

字

(131-140) 

5次(隔行

寫) 

常

識 

學習內容﹕ 

愛護水資源和環境 

海水不能直接飲用的原因 

參考影片<<為什麼寧可渴死，都不能喝海水?>> 
https://youtu.be/3WbnKDC_Q_A  (影片- 2:07) 

☺影片小問題 

1.海水能直接飲用嗎？為什麼？(不能，因為海水中富含大量鹽分) 

2.用什麼方法將海水變成淡水？(蒸餾方法) 

3.如果我們喝了 200 克的海水，身體會排出多少克淡水？ 

(請與家長共同思考，300克淡水) 

 

宗

教 

學習內容﹕ 
透過觀看影片認識耶穌復活後升天的故事，學習詠唱＜我要唱亞肋路亞＞
來慶祝耶穌的復活。 
參考影片《耶穌升天》 
https://youtu.be/TlniBL-vJb0  (影片- 3:31) 
☺影片小問題 
1.耶穌離開門徒後，往哪裡去? (天父家/天堂) 
2.耶穌告訴門徒要做什麼? (宣講福音，讓所有人知道天主的愛) 
3.我們可以做什麼來慶祝耶穌的復活? (請與家人分享) 
4.邀請幼兒與家人一起詠唱＜我要唱亞肋路亞＞ 

 

https://youtu.be/obfQfcWYcJA
https://youtu.be/3WbnKDC_Q_A
https://youtu.be/TlniBL-vJb0


  

唱

 

遊 

學習內容﹕ 

學習歌曲《小白雲》。 

讓幼兒自主設計動作。 

https://youtu.be/WWGnEaZcauY  (影片- 8:13) 

☺影片小問題 

1.請幼兒留心聽白雲變了什麼東西？(白馬、海豚) 

2.請幼兒想像白雲還能變幻什麼東西?(請與家長分享) 

 

普

通

話 

學習內容﹕ 

•複習下冊課文：春天、香港。 

重溫下冊課文<<春天>>、<<水、環保>>和<<理財>>生字、句子和詩句 

<<春天>> 

生字：小鳥、蜜蜂、蝴蝶 

句子：小鳥/蜜蜂/蝴蝶在唱歌/採花蜜/跳舞 

複習詩句:<<春曉>> 

<<水、環保>> 

生字：洗澡、洗手、洗臉 

句子：我用水洗澡/洗手/洗臉。 

<<理財>> 

生字：二十五塊錢、十二塊錢、三十塊錢、五十塊五。 

句子： 

1.請問這玩具車/皮球/積木/玩具琴多少錢? 

  這玩具車/皮球/積木/玩具琴/賣二十五塊錢/十二塊錢/三十塊錢/ 

  五十塊五。 

2.請給我包一下，好嗎？ 

*溫習附件:內有影片讓幼兒聆聽跟讀學習。 

<<春天>> 

https://youtu.be/wl-W2Z-ybrA  (影片- 1:31) 

<<水、環保>> 

https://youtu.be/RvYuIiNtwmQ  (影片- 1:02) 

<<理財>> 

https://youtu.be/rGwCgDnc5sw  (影片- 2:55) 

 

家

長

篇 

請家長陪伴 貴子弟進行腦潛能記憶小遊戲，提升幼兒學習的興趣，增進親

子之間的感情。 

(一) 腦潛能記憶小活動– 影子猜謎。 

訓練幼兒的觀察力和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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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家長和幼兒進行遊戲時，提示幼兒必須集中精神。 

歡迎家長完

成遊戲後把

結果寄到群

組處，讓家

長們共同分

享。 

https://youtu.be/WWGnEaZcauY
https://youtu.be/wl-W2Z-ybrA
https://youtu.be/RvYuIiNtwmQ
https://youtu.be/rGwCgDnc5sw


  

     詳情參見《附件 1_K3_w12_家長篇_腦潛能遊戲-影子.pdf》。 

 

溫馨提示 

由 4月 20日開始，功課安排將由功課簿及習作簿進行，幼兒必需按照

每周指示完成，待復課時交回老師批改，謝謝! 

 

 



2019 年度    第三段     利瑪竇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腦潛能遊戲–影子猜謎 

班別﹕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1. 請幼兒用 20 秒時間細心觀察以下四種動物。 

2. 最後請進行挑戰，在認為對的圖像上打 

  

1 2 

3 4 



 

1 

2 

3 

4 

○ ○ ○ ○ 

○ ○ ○ ○ 

○ ○ ○ 

成功挑戰______題，你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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