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通告 

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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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根據教青局早前發佈的非高等教育學校 5 月復

課預案相關指引，分階段復課，高中學生於 5 月 4 日（星期一）開始回校上課，初中學生

於 5 月 11 日（星期一）開始回校上課，幼稚園學生則待教青局視乎疫情另行通知，敬請密

切留意學校發佈有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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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學生在家自學。高中開始復課後，尚未復課年級學生的在家學習表現將會進行評量，

為即將復課的教學銜接做好準備，請認真準時完成自學作業內容。 

在停課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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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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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4 日至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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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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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4 日至 5 月 8 日─K3 級自學計劃表 

中

文 

學習內容﹕ 

•學習(朗讀)生詞: 幼稚園、管理員、課本、牽手 

•學習(朗讀)句式﹕1.我們畢業了。 

                2.我上小學了。 

參考影片<<我上小學了及兒歌-牽手>>       

https://youtu.be/UDPeW6PTVX4   (影片- 6:09) 

      影片小問題   

1.欣欣的願望是甚麼？（繼續留在幼稚園） 

2.當欣欣可願望成真留在幼稚園時，她快樂嗎? 

(不快樂，因為在幼稚園所學的知識已學懂了)  

3.小朋友你快將要升上小學一年級，你的心情如何? 

(自由作答，請與家人分享) 

•生字及句子發音影片: 

https://youtu.be/A5G7aRlceE0   (影片- 1:39) 

•家課 – 活動册 我上小學了—工作紙(P. 36 –P. 37 )講解影片 

https://youtu.be/jSrrfztzaB0   (影片- 5:03) 

家課安排: 

(1)簿: 

P.39(課) 

P.40(學) 

(2)簿: 

P.39(本) 

活動册: 

P.36-37(我上

小學了) 

 

英

文 

學習內容﹕ 

•重温句子(朗讀): 

   It is a cloudy day. 

   It is a rainy day. 

•學習句子(朗讀): 

   It is a windy day. Can you see the wind? No, I can’t. 

   It is a sunny day. Can you see the rainbow? Yes, I can’t. 

•重溫字音: v  van  vase  vegetables 

•學習朗讀兒歌 

  A Good Day 

  It is a sunny day. 

  Look! It is a sunny day. 

  Can you see the rainbow? 

  Yes, I can. Yes, I can. 

•生字，句子發音及講解習作影片: 

https://youtu.be/0DMjaYd7oA8  (影片- 13:13) 

家課安排: (2)

簿: 

P.18(Can you 

see the wind?   

No, I can’t.) 

P.19(May I go 

to the 

toilet,please?) 

習作簿(6): 

P.18-19 

數

學 

學習內容﹕ 

•重温: 80 以內的前後數 

•學習: 9 以內的減法 

     10 以內的連加法。 

     唱數:(1-150) 

家課安排: 

(2)簿: 

P.17(8 以內的

減法) 

P.18(9的減法) 

https://youtu.be/UDPeW6PTVX4
https://youtu.be/A5G7aRlceE0
https://youtu.be/jSrrfztzaB0
https://youtu.be/0DMjaYd7oA8


  

參考影片<<9 以內的減法>> 

https://youtu.be/1nE56Cz4Xoo    (影片- 3:05) 

      影片小問題 

小松鼠分別把寶石賣給了哪些動物？數量分別是多少？ 

(小鴨子…3 粒、小企鵝…1 粒、小熊貓…2 粒、小斑馬…3 粒) 

2.動動腦，請小朋友與家人一起使用實物完成影片最後的小挑戰。 

使用十格簿

抄寫阿拉伯

數字(1-150) 

1 次(2 版紙進

行，不需隔行) 

(詳情見附件) 

常

識 

學習內容﹕ 

•學習面對新環境中的人和事。 

•認識如何適應小一的學習生活。 

https://youtu.be/OwPcn6qcn4Y    (影片- 7:04) 

      影片小問題 

1.請說出你們升上小學一年級時，能夠做到那些事情 

(例如：自己穿衣服，自己洗漱) 

2.請小朋友與家人一起製作一個良好習慣的時間表。 

 

宗

教 

學習內容﹕ 

透過觀看影片認識耶穌變水為酒的故事，學習聖母主動關心別人的需要。 

《變水為酒》 

 https://youtu.be/7Zch3NAVLyo    (影片- 2:59) 

      影片小問題 

1.誰發現招呼賓客的酒喝完了? (聖母瑪利亞) 

2.你認為聖母瑪利亞為什麼會知道招呼賓客的酒喝完了? (主動關心別人的需要) 

3.耶穌聽了媽媽的請求後，做了什麼特別的事? (把水變成酒) 

4.聖母瑪利亞除關心在婚宴中的人，還會關心其他人? (請與家人分享) 

家課安排: 

完成工作紙

P.9 及聖母月

祈禱卡，請在

復課後帶回

學校。 

唱

 

遊 

學習內容﹕ 

學習歌曲《老師，謝謝你》 

能配合歌曲內容創作動作。 

能分享自己在幼稚園發生過的趣事。 

聆聽及朗讀歌曲學習 

https://youtu.be/-3jZ5ZwHD2I   (影片- 8:19) 

問題 

1. 請幼兒回想過去，分享一件在幼稚園發生的開心或有趣的事情。 

 (請與家長分享) 

2.在聆聽兒歌後有甚麼感恩的說話想對老師說 ? (請與家長分享) 

 

普

通

話 

學習內容﹕ 

打電話 

•認識及運用打電話的用語。 

句子： 

1.「喂，請問_______(家人的稱呼/好朋友的名字)在家嗎? 」 

 - 打對電話時，可以說：「我就是。請問你是誰? 」 

 

https://youtu.be/1nE56Cz4Xoo
https://youtu.be/OwPcn6qcn4Y
https://youtu.be/7Zch3NAVLyo
https://youtu.be/-3jZ5ZwHD2I


  

   回答時，可以說：「我是_______(家人的稱呼/好朋友的名字)。」 

 - 打錯電話時，可以說：「你打錯了。」 

   回答時，可以說：「對不起! 」 

以下錄音供幼兒聆聽及朗讀學習: 

https://youtu.be/YHGpy4ED7Y0     (影片- 3:29) 

問題: 

請爸爸媽媽與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利用智能電話/玩具電話道具，運用普通話模擬

進行打電話的對話，培養孩子的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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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潛能記憶小活動 – 數點數。 

加強幼兒對數字和圖案數量的認知。 

<<數點數 – 講解影片>> 

https://youtu.be/y-HeTybc0h4   (影片- 2:38) 

溫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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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Gpy4ED7Y0
https://youtu.be/y-HeTybc0h4


Unit 4英文習作 P.18-19 (答案) 
 

 

 

 



Unit 4英文習作 P.18-19 (答案) 
 

 



1至150(1次) 

1 2 3 

11 

150 



2019-2020年度    第三段      利瑪竇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宗教科-聖母月祈禱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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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是天主教會的「聖母月」，鼓勵幼兒在這期間以頌唸《聖母經》去敬禮聖母，完成每

周的祈禱後，在以下的空格內畫上  ，以表達對聖母媽媽的孝愛。 

 

 

     

 

《聖母經》 

萬福瑪利亞，妳充滿聖寵， 

主與妳同在。妳在婦女中受讚頌， 

妳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 

天主聖母瑪利亞，求妳現在和我們臨終時，

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亞孟。 

花地瑪聖母 

 

為我等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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