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停課期間自學及
停課期間自學及家課安
自學及家課安排
家課安排 (第十六週 5 月 18 日至 5 月 22 日)

第十六週
五年級

1)老師悉心設計的中英數常「校本教學影片」
，屬核心課程，請家長督導子女反覆細看。
2)本校網站設有「停課不停學」專區，為家長及學生提供一站式資訊，當中有網上家課的超連結、
使用手冊及常見問題的處理方法，並提供精選網上學習教材，讓學生可以自由進行網上自學。
詳情請參考以下連結 http://www.kslps.edu.hk/info/online-resource/index.html
科目
家課內容
中文

自學課文 五上一 第一冊 第八課《大自然的文字》
1) 朗讀課文兩次(學校網頁內有電子版《我愛學語文》課文)
2)

查字典
(學識、沉積、汪洋、預報、飄盪、建築、仰望、成千上萬)(請寫在書上或用紙寫)
3) 觀看教學影片
登入 eClass 學習中心學科天地中文五年級網上學習單元七《大自然的
文字》課文理解，按下連結收看教學影片。
4) 做課本後練習 P42(分類說明)
5) 五上一 第一冊 作業 p16
6) STAR 平台(閱讀+聆聽)
7) 階梯閱讀空間 每天一篇
RC 班
1) 透過 Edpuzzle 觀看教學影片，完成五上一 第一冊 作業 p.16-17
2) STAR 平台(閱讀+聆聽)
3) 階梯閱讀空間
英文

1)

重溫 Video Classroom (視像教室節目)
 U.1 tools + Use…to…
 U.2 …made of …
 U.3 although
(eClass/學科天地/英文/五年級/Video Classroom)
2) 溫習下學期(Dict.3)英默範圍，聆聽錄音內容
3) My Smart ABC (每天做一個練習)
4) Workbook 5B: P.1, P.2, P.5, P.7, P.9 and P.11（*作業內容與以上重溫的視像教室節目
及 5 月 19 日下午 1 時的 zoom 課堂有關）

數學

1)

2)
3)
常識

1)
2)

觀看老師錄製的教學影片
課題：五下 B 冊第 12 課 「簡易方程(二)」
進入 eClass 學科天地 > 數學科 >停課不停學專區，觀看「簡易方程(二)」的
教學短片---於 zoom 課堂 20/5 後上載
完成 5 下 A 作業 P.2-7
每日十題
閱讀第 6 冊第 2 課書 P.14-P.17

3)

觀看老師自製教學影片:瀏覽 eClass>學習中心>學科天地>常識>五年級>0_停課不
停學>觀看第 6 冊第 2 課「月球的祕密」影片二
完成書 P.14-P.16

4)
5)

觀看 ETV:星體秀之月蝕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98536940
完成作業
作業第 6 冊第 2 課 P.4-P.5
作業

普通話

重溫第三課
1) 聆聽及朗讀
i. 掃描書本上的二維碼或登入出版社網站，每天聆聽及朗讀下冊第三課「燒烤樂」
課文及詞語最少 2 次。
ii. 登入 http://ephpth.ephhk.com/student/
聆聽及朗讀課本第 15 頁「看圖說話」的詞語最少 2 次。
iii. 完成「自學手冊」第 7-9 頁的學習活動。
2)

語音知識
登入 http://ephpth.ephhk.com/student/
i. 聆聽及朗讀韻母是 uan、uen、uang 的詞語（課本第 18 頁)最少 2 次。
ii. 重溫「燒烤樂」的粵普對照，復課後提問。(粵普對照已上載 eClass「學科天
地」普通話科內)。

圖書

22/5 前完成閱讀記錄冊累計共
累計共 14 篇閱讀報告:
*eClass 電子圖書 280 本
*繪本花園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Just Books Read aloud https://www.justbooksreadaloud.com/
eClass 內聯網已上載多項閱讀網站連結，請同學登入：
eClass 內聯網 --> 學習中心 --> 學科天地 --> 圖書
閱讀後同學亦可登記在閱讀冊內!

音樂

體育

1)

觀看教學影片「木笛教室」
，並在家多練習。
eClass-->學習中心-->學科天地-->音樂科-->停課不停學-->五年級木笛教室

2)

eClass 內聯網已上載多項與音樂知識相關的網站連結或手機應用程式，同學可
登入並學習。

停課不停運動 停課期間除了學習之外，一樣可以做運動增強免疫力！
1)
2)

護脊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dvYBBm_y4
個人或親子運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HPVBnN3WY4&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上述運動內容需由家長從旁協助及指導，請注意安全。
3)

4)

觀看短片「奧林匹克精神」
，通過運動員的訪問及介紹，讓大家認識奧林匹克運
動會的格言、宗旨和精神；並鼓勵大家將奧林匹克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裏面，身體
力行，共同建造一個團結、和諧的社會。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902255353
完成體育科專題報告：
eClass—＞學習中心—＞學科天地—＞體育科—＞體育科專題報告。
請學生自行列印專題報告，於復課後一星期內交回體育科老師。

視藝

1)

試在工作紙上的口罩圖加上繪圖或文字，設計一個獨特的口罩。
- 工作紙已放在功課袋內。
- 可利用任何顏料或媒介。
- 於復課後交回給班主任。
- 如遺失工作紙，可登入 eClass→學科天地→視藝科→工作紙→口罩設計。

聖經

1)

觀賞【生命動畫】Superbook 動畫《越級挑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jeDzAgzS0&feature=youtu.be
2) 參閱以下內容，每天為香港和世界的疫情禱告。
A. 感謝天父，聽我們的禱告，香港的疫情可以回落。
B. 求天父保守世界各地的國家，讓一切防疫工作能做得好。
C. 求天父賜智慧給各國的專家、科學家和醫護人員，盡快找到預防和醫治疫症
的方法。
D. 求天父保守學校的復課安排，讓我們能順利復課，賜同學勤奮的心，有動力
去完成每週的功課。

*備註

1）請每天練習護眼操。
2）營迎疫逆@正向小組--為大家的心靈健康注入更多營養
http://www.kslps.edu.hk/news/doc/1920/2020042201/index.php3
3）請在復課前，分科、分類把用紙完成的功課釘好，於復課後交回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