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級『各周中英數常學習任務』

第一周 10/2-14/2
科
目

預習/學習
課題

預習/學習任務之描述
(所使用的網上學習帳戶資料已在
手冊 P.32-33)

網址 及
學習材料 QR CODE

中

增 12
《過新年》

必做︰
1a. 朗讀課文錄音網址《過新年》
1.請學生到 google drive 聆聽課文內容的
（youtube）：
錄音，然後朗讀課文，直到把課文朗讀流
暢為止。

2.觀看 ETV《農曆新年》
自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同學可按個人興趣，登入「啟思中國語文 7hYbVXZmP14&feature=youtu.be
網」，下載 Oxford iSolution 電子學習平
台，進行各種語文遊戲，或是挑戰評估。
1b.課文(文字版)網址 （google
driv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3j1ijBMpuaix6O7xRclZlVv7miALgLU
進入網頁後，按「電子學習」，就會看見
如上圖的版面。下載 Oxford iSolution 電
2.ETV 網址：
子學習平台於個人電腦或 ipad 後，同學
就可以用『學校電腦』的登入帳戶及密碼
登入，便可成功登入了。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
ce/1484189511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腦』
的登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3.Oxford iSolution 電子學習平台

http://www.keyschinese.com.hk/ele
arning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
腦』的登 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英

書 1B 冊第
一課

1)Spell colour vocabulary on textbook p.5.
Listen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colour song.

1)

https://youtu.be/YyFLBTTAbSE

2)於 Pearson 出版社網頁聆聽課文錄音，
然後朗讀課文，然後回答問題 Book p.4。

2)請參考手冊 P.32 以
『Pearson』的登入帳戶
及密碼登入--> Karaoke Reading

https://www.pearson.com.hk/zh_HK.
html

3)

登入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完成

a. 1A P.1 Assessment 1: Adjectives
b. 1A P.1 Assessment 2:
Demonstrative pronouns (1)

3)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腦』
的登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數

常

立體圖形、
數的分解和
合成、物件

1)登入教育出版社自主學習及診斷系統
2.0(利用小校園賬戶及密碼登入)，完成
1 上 A 冊單元二「數的分解和合成」、

教育出版社平台之自主學習及診
斷系統 2.0

的相互位
置、基本加
法和減法

單元三「立體圖形」、
eacher/index
1 上 B 冊單元四「基本加法和減法」、
單元五「物件 的相互位
置」之練習，包括重溫及自學短片、預
習工作紙、進展性評估、溫習筆記及跟進
練習。

第 4 冊第 1
課

1.觀看 ETV 公園樂
2.試用一張白紙寫下兩項公園裏應注意的

到公園去

事項，於復課後與同學分享。

https://ephpmaths.ephhk.com/sds/t

ETV 公園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iR-2d2e55eY

第二周 17/2-21/2
科

預習/學習

預習/學習任務之描述

網址 及

目

課題

(所使用的網上學習帳戶資料已在
手冊 P.32-33)

學習材料 QR CODE

中

增 14
《數動物》

必做︰

1a. 朗讀課文錄音網址《數動物》
（youtube）：

1.請學生到 google drive 聆聽課文內容的
錄音，然後朗讀課文，直到把課文朗讀流
暢為止。
2.完成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中文科)
一年級評估練習 7︰數量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bHu-nF0VbXM&feature=youtu.be

自選：
1. 同學可按個人興趣，完成老師於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系統內所有已開放的語
文基礎知識評估練習進行自學。
2. 同學可按個人興趣，登入「啟思中國
語文網」，下載 Oxford iSolution 電子學習
平台，進行各種語文遊戲，或是挑戰評
估。

1b.課文(文字版)網址（google
driv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
uGGBZQUUGq3HCnZhvTdAmXfDOW
2B4ek

2.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中文
科)︰

進入網頁後，按「電子學習」，就會看見
如上圖的版面。下載 Oxford iSolution 電
子學習平台於個人電腦或 ipad 後，同學

https://4d.pan-lloyds.com

就可以用『學校電腦』的登入帳戶及密碼
登入，便可成功登入了。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
腦』的登 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3.Oxford iSolution 電子學習平台

http://www.keyschinese.com.hk/ele
arning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
腦』的登 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英

書 1B 冊第
一課

1) 在一張白紙上用不同顏色畫圖畫並在
旁標示顏色的英文詞語。

1)

2) Listen to the rainbow song.
3) 登入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完成
a. 1A P.1 Assessment 3: Determiners
b. 1A P.1 Assessment 4: Imperativ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Gvjn-Se37Os
2)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腦』
的登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數

位值、2、
5、10 一數

必做︰
1)登入教育出版社自主學習及診斷系統
2.0(利用小校園賬戶及密碼登入)，完成 1
下 A 冊單元一「100 以內的數」之練習，
包括重溫及自學短片、預習工作紙、進展
性評估、溫習筆記及跟進練習。

自選︰
同學可按個人興趣完成老師於自主學習及

教育出版社平台之自主學習及診
斷系統 2.0
https://ephpmaths.ephhk.com/sds/t
eacher/index

診斷系統內所開放的 1 上單元進行溫習。
常

第4冊
第2課
公園裏的設
施

1. 瀏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介紹香港各區
公園的網頁。
2. 試在網上找出公園裏設施的圖片，於
復課後與同學分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各區公
園

https://www.lcsd.gov.hk/tc/facilities/
facilitieslist/parks.html

第三周 24/2-28/2
科

預習/學習課

預習/學習任務之描述

網址 及

目

題

(所使用的網上學習帳戶資料已在
手冊 P.32-33)

學習材料 QR CODE

中

單元五
第 14 課
《海豚與我》

必做︰
1.請學生到啟思閱讀網聆聽課文內容的錄
音，然後朗讀課文，直到把課文朗讀流暢
為止。

1a. 朗讀課文錄音網址《數動
物》
（youtube）：

2.完成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中文科)
一年級評估練習 6︰代詞
自選：
1. 同學可按個人興趣，完成老師於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系統內所有已開放的語文
基礎知識評估練習進行自學。
2. 同學可按個人興趣，登入「啟思中國語
文網」，下載 Oxford iSolution 電子學習平
台，進行各種語文遊戲，或是挑戰評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bHunF0VbXM&feature=youtu.be

1b.課文(文字版)網址（google
driv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1IuGGBZQUUGq3HCnZhvTdAmXf
DOW2B4ek

2.樂思「4D 自學診斷平台」(中
進入網頁後，按「電子學習」，就會看見如 文科)︰
上圖的版面。下載 Oxford iSolution 電子學
習平台於個人電腦或 ipad 後，同學就可以
用『學校電腦』的登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便可成功登入了。
https://4d.pan-lloyds.com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
腦』的登 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3.Oxford iSolution 電子學習平台

http://www.keyschinese.com.hk/
elearning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
腦』的登 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英

書 1B 冊第二

1)Spell Clothes vocabulary on textbook p.13.

課

2)於 Pearson 出版社網頁聆聽課文錄音，然 『Pearson』的登入帳戶
後朗讀課文，然後回答問題 Bookp.12。

1)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及密碼登入-->

Karaoke Reading

https://www.pearson.com.hk/zh_
HK.html

3)
3) Watch the video about clothing item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Q_EwuVHDb5U

4)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4) 登入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完成
a. 1A P.1 Assessment 5: Nouns
b. 1A P.1 Assessment 6: Pronouns (!)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
腦』的登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數

加法和減法

必做︰

教育出版社平台之自主學習及診
斷系統 2.0

1)登入教育出版社自主學習及診斷系統 2.0(利

https://ephpmaths.ephhk.com/sds/teach
er/index

用小校園賬戶及密碼登入)，完成 1 下 A 冊單
元二「加法和減法」之練習，包括重溫及自學
短片、預習工作紙、進展性評估、溫習筆記及

2a)老師示範自製位值板

跟進練習。

2)觀看影片，按老師示範自製位值板。

自選:
2b)每兩個一數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E3Oj
fiIqkq7EPLi2ur_6QGprJWvUeFxY

自選︰

1)同學可按個人興趣完成老師於自主學習及診
斷系統內所開放的 1 下單元進行自學。

2c)每 5 個和每 10 個一數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wz
Rb7p4nIu19NT0QxIFgteiBd8Qh3V4

2)觀看影片︰每兩個一數、每 5 和 10 個一數、
奇數和偶數 (單數

和雙數)和比較兩位數數

值的大小，從遊戲中學習。

2d) 奇數和偶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5KeaV
Czpwc_mI13TwkaThtT6L_eq2Zq/view?us
p=sharing

2e)比較 - 兩位數數值的大小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b32f
KEGNJQW4u2EOuO4ec2LhK0uAsPeQ

常

第 4 冊第 3 課 1.觀看 ETV 生物是甚麼
到公園學習
2.試在網上找出公園裏生物和非生物的圖
片，於復課後與同學分享。

ETV 生物是甚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CxmWaBtCQ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