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7/2 

中文科 

(1) 請登入 GOOGLECLASSROOM，然後完成燈謎 

(2) Star平台「小六(閱讀理解練習)3/2/2020」 

(3) 閱讀圖書/篇章(主題：中華文化) 

(4) 閱讀<<澳門遊記>>_認識字詞簡報，然後登入 GOOGLECLASSROOM，完

成詞語填充練習 

英文科 

1. 請於 GOOGLE CLASSROOM 查收作文指引，將作文存 word檔並用班

別、姓名及班號作檔案名稱，以資識別。 

數學科 

1. 請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影片-圓的認識(一) 

2. 完成 Google form-圓的認識(一) 

3. 完成書 p.55-56 

常識科 

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 2冊 1、2的學習活動及相關課業。 

1. 2冊 1 ETV 及 GOOGLE FORM問答 

2. 2冊 1 KAHOOT挑戰 

3.2冊 2 GOOGLE FORM問答 

4. 時事知多 D 

5. 觀看節目「時事摘錄」 

6. 完成「十分科學」(最少兩個練習)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由於各公共圖書館將繼續暫停開放至二月十七日，建議同學善用電子

資源。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10/2-14/2 

中文科 

(1) 請登入 GOOGLECLASSROOM，然後完成燈謎 

(2) Star平台「小六(聆聽練習)10/2/2020」 

(3)閱讀圖書 /篇章(主題：不限) 

(4)請登入 GOOGLE CLASSROOM，然後閱讀簡報內容 

(5)請登入 GOOGLE CLASSROOM，然後完成內容理解練習 

英文科 
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by completing the Google Form in Google 

Classroom. 

數學科 

1. 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授課短片(圓的認識) 

2. 完成家課 :i)核對課本 6 下 A 冊第 55-56 頁 

ii)課本 6 下 A 冊第 63 頁 

iii)工作紙(第 5 課) 

常識科 

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 4冊 1的學習活動及相關課業。 

1.   觀看影片，然後填寫 GOOGLE FORM回答問題。  

2.   閱讀簡報及課文總結，然後填寫 GOOGLE FORM回答問題。 

3.   香港疫情小報告 

4.   時事知多 D 

5.   完成「十分科學」(最少兩個練習)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由於各公共圖書館將繼續暫停開放至二月十七日，建議同學善用電子

資源。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體育造就青少年 2020 

 

17/2-21/2 

中文科 

(1) Star 平台「小六(閱讀理解練習)17/2/2020 」 

(2) 閱讀圖書 /篇章(主題：不限) 

(3) 登入 GOOGLE CLASSROOM，然後閱讀<<數詞、量詞>>簡報內容 

(4) 登入 GOOGLE CLASSROOM，然後完成<<數詞、量詞>>練習 

(5) 登入 GOOGLE CLASSROOM，然後完成聆聽練習(2) 

(6) 登入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完成六年級評估 10<<遞進複句>>練習 

英文科 

1.Watch the attached youtube video to learn how to use simile.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youtube video, please watch the quiz and test yourself. 

 

2.Then, watch the attached ETV 'Animals Stories' to learn more simile in 

our daily life. After that, please finish the extended exercise on google 

form. 

 

3. Finally, for students who have problems going online, please read pages 

2, 3, 5 & 6 in the Longman textbook 6B Unit 1 to learn how to use 

simile and finish all the exercises. 

數學科 

1. 觀看 ETV(周界二之少年 pi) 

2. 完成家課 :i)核對課本 6 下 A 冊第 63 頁 

ii)核對工作紙(第 5 課) 

iii)課本 6 下 A 冊第 78 頁 

iv)工作紙(第 7 課) 

常識科 

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 4冊 2的學習活動及相關課業。 

1. 觀看 2段影片，然後完成 4冊 2 GOOGLE FORM 

2. 觀看 1段影片「 教育大比拼」，然後完成組織圖。 

3. 觀看 3段影片，然後完成 4冊 3 KAHOOT挑戰 

4. 時事知多 D - 3D打印介紹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us8.campaign-archive.com/?e=&u=8a202f636c3cdf68cf4522eaf&id=435b7629cc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由於各公共圖書館將繼續暫停開放至二月十七日，建議同學善用電子

資源。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體育造就青少年 2020 

祈禱及思考(四至六年級同學)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us8.campaign-archive.com/?e=&u=8a202f636c3cdf68cf4522eaf&id=435b7629cc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90


24/2-28

/2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鄭人買履 

2 月 25 日教學 a：文

言文虛詞的用法 

2 月 25 日教學 b：單

音節詞對應雙音節

詞 

2 月 25 日教學 c：《鄭

人買履》內容理解 1 

1. google form：2 月

25 日課業 1_單音

節詞對應雙音節

詞 

2. google form：2 月

25 日課業 2_《鄭

人買履》內容理解

1 

3. 語文練習 1(澳門

遊記造句) 

4. 下二冊課本 P.35 

5. 樂思 4D 自學診斷

平台：六年級評估

11 及 12 

 

朗讀《鄭人買履》 

英文科 

Unit 2 Action words and 

time order words 

 

 

TWO tasks for you (A + 

B) this week: 

 

TASK A - ***ACTION 

WORDS*** 

1. Watch the videos about 

action words and 

reporting verbs. 

 

TASK B - ***TIME 

ORDER WORDS*** 

1. Watch the videos about 

action words and reporting 

verbs. 

2. Complete the Google 

form about time order 

words. 

 

朗讀 

Read pp.10,11,13 in the 



1. Watch the video about 

time order words for 

writing classic stories. 

 

Longman textbook 

 

數學科 
6 下 B 第十五及第十六

課折線圖(一)及(二) 
教學短片 

1. 核對書 6下 A P.78 

2. 核對工作紙(第七課

-圓周率的認識) 

3. 觀看教學短片-折線

圖(一)及(二) 

4. 完成 GOOGLE FORM-

折線圖 

5. 完 成 書 6 下 B 

P.43-46, 50, 52-53, 

56 

6. 完成工作紙(第十五

及十六課-折線圖一及

二) 

常識科 4 冊 4 中國的古代科技 

1. 中國古代的醫

學(教學影片) 

2. 中國古代曆法

(教學影片) 

3. 中國古代計時

方法 (教學影

片) 

4. 張衡 (網上片

段) 

5. 中國古代的科

技(ETV) 

1. GOOGLE FORM 

4 冊 4 中國古代的

科技(醫學) 

2. GOOGLE FORM 

4 冊 4 中國古代的

科技(科技) 

3. 報告-中國古代的

科技的影響 

4. GOOGLE FORM 

時事知多 D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讀

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1，2課。 

音樂科:登入平台溫習「B、A、G、C’、D’、D、E、E’及 F#」音的指法 

練習樂曲：「龍的傳人」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影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46music.pd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片，停課不停運動。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四至六年級同學) 

 

2/3-6/3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單元十五第十三課《鄭

人買履》 

*理解《鄭人買履》內容 

 

單元十三第十課《綠葉》 

*認識及應用詞語 

3月 3日教學 a：《鄭

人買履》內容理解 2 

 

3月 3日教學 b：《綠

葉》詞語解釋 

1. google form：3

月 3日課業 1_《鄭

人買履》內容理解

2 

2. google form：3

月 3日課業 2_《綠

葉》詞語運用 

3. 下二冊課本 P.54

第一題、P.55及

P.67-68(自習篇

章) 

4. 語文練習單元十

五第十三課《鄭人

買履》全部內容 

5. 下二冊作業

P.10-11 

6. 預習工作紙(綠

葉) 

7. 詞語_《澳門遊記》

應用字詞(用新詞

語簿，每詞一行) 

8. *訂正下二冊作業

P.8-9及下二冊課

本 P.35答案 

朗讀《鄭人買履》及 

《綠葉》 

英文科 
Unit 2 Action words and time 

order words 

TWO tasks for you (A + B) 

this week: 

 

1. Watch the videos about 

action words and reporting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90


 TASK A - ***ACTION 

WORDS*** 

1. Watch the videos about 

action words and reporting 

verbs. 

 

 

TASK B - ***TIME ORDER 

WORDS*** 

1. Watch the video about time 

order words for writing classic 

stories. 

verbs. 

2. Complete the Google form 

about time order words. 

 

朗讀 

Read pp.10,11,13 in the Longman 

textbook 

 

數學科 
6 下 B 第十七及第十八

課-速率(一)及（二） 

1. 教學短片 -- 速率

(一)及(二) 

 

2. Google Form --速

率(一)及(二) 

 

1. 核對書 6 下 B P. 

43-46 ，50，52-53，56  

 

2. 核對工作紙(第十五

及十六課 -折線圖一及

二) 

 

3. 將之前已完成的工

作紙(第五、七、十五及

十六課)做回綠工(6下A

或 6 下 B)的相關課題中 

 

4. 觀看教學短片-速率

(一)及(二) 

 

5. 完成 Google Form-速

率(一)及(二) 

 

6. 完成綠工 6 下 B 

EX.17 及 EX.18 (1-6，

9-10 題) 

* 完成後﹐請將已完成

的工綠工 6 下 B EX.17 

及 EX.18 (1-6，9-10 題)

拍 照 並 上 載 Google 

Classroom 中。 

 



常識科 5冊 1 世界人口問題 

1. 教學影片

(1-3)-5冊 1 

PART1-3 

2. 思維導圖教學

及新聞片段 

3. 功課回饋 

1. GOOGLE FORM 5冊

1 世界人口問題 

2. 作業第 5冊 P.2-3 

3. 筆記 - 腦圖 (分

析人口膨脹給發

展中國家及地區

帶來的問題) 

4. GOOGLE FORM 時

事知多 D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讀

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1，2課。 

 

六音樂科:登入平台 

1.溫習「B、A、G、C’、D’、D、E、E’及 F#」音的指法 

2.練習樂曲：「龍的傳人」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影

片，停課不停運動。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四至六年級同學) 

 

 

 

 

 

 

 

9/3-13/3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單元十三第十課《綠 3月 10日教學 a：
1. google form：3月

10日課業 1_《綠葉》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46music.pd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90


葉》 

*理解《綠葉》內容 

*辨識近義詞、反義詞 

 

《綠葉》內容理解 

3月 10日教學 b：

近義詞、反義詞 

3 月 10 日課業回

饋：澳門遊記 

內容理解 

2. google form：3月

10日課業 2_近義

詞、反義詞 

3. 下二冊課本 P.10及

P.17-18(自習篇章) 

4. 下二冊作業 P.4-5 

5. 樂思中文 26週練習

19 

6. 詞語_《綠葉》應用

字詞(每詞一行) 

7. 訂正語文練習《鄭人

買履》、下二冊作業

P.10-11、下二冊課

本 P.54-55及預工

《綠葉》答案 

8. classroom問題：3

月 10日《綠葉》增

潤問題 

9. 在作文紙上完成作

文(3)_日記寫作(A

班及 C班同學適用) 

***請於 16/3或前完成 

 

朗讀 

朗讀《綠葉》 

英文科 
Unit 1 Listening and 

similes 

Watch three videos 

1.AT Listening (1) 

2.Similes for WB  

3.Feedback on 

Similes 

1. Listening (6B) pp.1- 6 

 

2. After writing down the 

answers in Listening (6B), 

enter some of the answers 

again in the Google Form. 

 

3. W.B.(6B) pp.2-4 

數學科 
6 下 B 第十九課-行程

圖 

1.教學短片 -- 行

程圖 一)及(二) 

 

2. Google Form --  

 

1. 核對綠工 6 下 B EX.17 

及 EX.18 (1-6，9-10)， 

* 綠工以藍筆核對及家長



行程圖 簽名 

 

2. 觀看教學短片-行程圖

(一)及(二)， 

 

3. 完成 GoogleForm-行程

圖， 

 

4. 完 成 書 寫  6 下 B  

P.83-87，89-91， 

 

5. 完 成 綠 工  6 下 B  

EX.19。 

* 完成後，請將已完成綠

工 6 下 B EX.19 及書 6 下

B P.83-87，89-91 拍照並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常識科 5 冊 2 貧窮與飢餓 

1. 教學影片

（1-3）5 冊

2 PART1-3 

2. 教學影片

（4）國際慈

善團體 

3. 教學影片

（5）「公平

朱古力」 

4. 學習材料

（6）認識本

港貧窮問題 

5. 3 月 6 日課

業回饋  

1. 作業第 5 冊 P. 4-5  

2. 思維導圖 

3. 討論問題 

4. 「公平朱古力」天枰

圖 

5.  核對作業答案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3課。 

音樂科:登入平台溫習「B、A、G、C’、D’、D、E、E’及 F#」音的指

法 

練習樂曲：「龍的傳人」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46music.pd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四至六年級同學) 

 

16/3-20/3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看圖說故事 

閱讀策略——摘取段

落大意策略 

 

3月 17日教學 a：

看圖說故事 

3月 17日教學 b：

摘取段落大意 

3 月 17 日課業回

饋：單音節對應雙

音節 

3 月 17 日課業回

饋：鄭人買履 

1. 下學期說話工作紙

(1)(夾附在 2/3發

還的簿冊中) 

2. 下學期語文練習增

潤篇章_增潤工作紙

(1) 

3. 樂思中文 26週練習

22(文言文) 

4. google form：3月

17日課業 2_摘取段

落大意 

5. 抄單元十五第十三

課《鄭人買履》課文

一次(用新詞語簿，

直行書寫) 

6. 訂正下二冊課本

P.10及 P.17-18答

案(P.17-18答案見

P.20) 

7. 訂正下二冊作業

P.4-5答案 

8. 訂正樂思中文 26週

練習 19答案 

***1-3項課業請拍照上傳 

***請於 23/3或前完成 

英文科 
Unit 1 Reading and 

similes (2) 

Watch three 

videos 

1. AT Reading 

(1) 

2. Feedback 

on time 

order words  

3. W.B_simile

1. Reading (6B) pp.1- 4 

(Time allowed: 5-15 min) 

 

2. After writing down the 

answers in Reading (6B), 

enter some of the 

answers again on the 

Google form.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90


_like 3. WB (6B) p.7 

 

4. GB (6B) pp.1-4 

數學科 

6 下 A 第一及第二課-

百分率的應用(一)及

(二） 

1.教學短片 -- 百

分率的應用(一)及

(二) 

 

2.GoogleForm-- 百

分率的應用(一)及

(二) 

 

1. 核 對 書  6 下 B 

P.83-87，89-91， 

 

2. 核 對 綠 工  6 下 B 

EX.19， 

* 書及綠工以藍筆核對及

家長簽名 

 

3.觀看教學短片 - 百分率

的應用(一)及(二)， 

 

4. 完成 GoogleForm - 百

分率的應用(一)及(二)， 

 

5. 完成書 6 下 A P.2，

4-7，13-15， 

 

6. 完成綠工 6 下 A EX1 

(1-3，5-8)， 

 

7. 完成綠工 6 下 A EX2 

(1-3，5-6) 

** 完成後，請將已完成書

6 下 A  P.2，4-7，13-15 及 

綠工 6 下 A EX1 (1-3，

5-8)，及 EX2 (1-3，5-6)

拍 照 並 上 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常識科 5 冊 3 世界環境問題 

1. 教 學 影 片

（1-3）5 冊

3 PART1-3 

2. 教 學 影 片

（4）認識綠

色生活 7R。 

3. 教 學 影 片

1. 作業第 5 冊 P. 6-7 

2. 思維導圖(世界環境

問題) 

3. Kahoot 大挑戰 

4. 「綠色生活 7R」圖

表 

5. 時事知多 D 



（5）認識賽

馬會氣候變

化博物館。 

6. 核對作業答案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4課。 

音樂科:登入平台溫習「B、A、G、C’、D’、D、E、E’及 F#」音的指

法 

練習樂曲：「龍的傳人」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四至六年級同學) 

 

23/3-27/3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看圖說故事(二) 

閱讀策略——摘取段

落大意策略(二) 

3 月 24 日教學 a：

看圖說故事 2 

3 月 24 日教學 b：

摘取段落大意 2 

3 月 24 日課業回

饋：綠葉 

 

1. 下學期語文練習增

潤篇章_增潤工作

紙(3) 

2. 樂思中文 26週練

習 18(反義詞) 

3. 閱讀成語單元五及

完成 P.95-97練習 

4. google form：六年

級說話練習家長評

估 

5. google form：3月

24日課業 2_摘取

段落大意 2 

6. 詞語_《澳門遊記》

及《綠葉》認讀字

詞(每個詞語一

行，共七行) 

7. 訂正語文練習增潤

篇章_增潤工作紙

(1)答案 

8. 訂正樂思中文 26

週練習 P.54-55答

案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46music.pd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90


***1-3項課業請拍照上

傳 

***請於 30/3或前完成 

英文科 
Unit 2 Listening and 

action words 

Watch three 

videos 

1. AT Listening 

(2) 

2. Feedback on 

listening  

3. Action words 

1. Listening (6B) 

pp.7-12 

2. WB (6B) pp. 5,8 

數學科 
6 下 A 第三及第四課-

折扣(一)及(二） 

1.教學短片-- 折

扣(一)及(二) 

 

2.GoogleForm-- 折

扣(一)及(二) 

1. 核對書 6 下 A P.2，

4-7，13-15， 

 

2. 核對綠工 6 下 A EX1 

(1-3，5-8)， 

 

3. 核對綠工 6 下 A EX2 

(1-3，5-6) 

* 書及綠工以藍筆核對

及家長簽名 

 

4.觀看教學短片 - 折扣

(一)及(二)， 

 

5. 完成 GoogleForm - 

折扣(一)及(二)， 

 

6. 完 成 書 6 下 A 

P.23-29 ， 31-34 ，

36-37(3)， 

 

7. 完成綠工 6下 A EX3， 

 

8. 完成綠工 6下 A EX4 

**完成後，請將已完成書

6下 A及綠工 6下 A拍照

並 上 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常識科 
5 冊 4 資源及能源危

機 

1. 教 學 影 片 

(1-2) 5 冊 4 

Part 1-2 

2. 教學影片（3）

國際間的合

作 

3. 教學影片（4）

麥兜快樂低

碳系列 

4. 教學影片（5）

鏗鏘集：天氣

不似預期  

5. 3 月 13 日及

20 日功課回

饋 

1. 作業第 5 冊 P. 8-9  

2. GOOGLE FORM - 5

冊 4 

3. GOOGLE FORM -

低碳綠色生活 

4. 時事知多 D 

5.  核對作業答案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音樂科:登入平台溫習「B、A、G、C’、D’、D、E、E’及 F#」音的指

法 

練習樂曲：「龍的傳人」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四至六年級同學)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46music.pd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90


 

30/3-3/4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段落寫作 

*分類說明，闡釋重點 

遊記寫作特色 

3 月 31 日教學 a：

段落寫作 

3 月 31 日教學 b：

遊記寫作特色 

3 月 31 日課業回

饋：閱讀策略 

1. 上學期中文作文

(4)P.8 段落寫作（可

下載作文工作紙或

用白紙寫作） 

2. 下學期語文練習_

《澳門遊記》全部

題目 

3. 下二冊課本 P.32第

1-2 題、P.36 及 P.37 

4. 下二冊課本

P.46-47(自習篇章)  

5. Google Form_下學

期聆聽練習(1) 

6. 訂正語文練習增潤

篇章_增潤工作紙

(3)答案 

7.  訂正樂思中文 26

週練習 P.46-47(反

義詞)答案 

8. 訂正成語練習

P.95-97 答案(答案

見成語練習 P.158) 

***1-3 項功課，請完成後

拍照上傳 

***請於 6/4 或前完成 

***復活節假期功課將於

7/4 發放，請  留意 

***同學要堅持學習，按

時完成功課 

英文科 
Unit 2 Reading and 

time order words (2)  

Watch three 

videos 

1. AT Reading 

(2) 

1. Reading Unit 2 

pp.5-8 

2. GB (6B) pp.5-8 



2. Feedback on 

reading  

3. Time order 

words (2) 

數學科 

6 下 A 第八及第九課-

圓周和直徑 ( 一 ) 及

(二） 

1.教學短片-- 圓周

和直徑(一)及(二） 

 

2.GoogleForm-- 圓

周和直徑 ( 一 ) 及

(二） 

 

1. 核 對 書  6 下 A 

P.23-29，31-34，36-37(3) 

 

2 核對綠工 6 下 A EX.3 

 

3. 核對綠工 6 下 A EX.4 

* 書及綠工以藍筆核對

及家長簽名 

 

4. 觀看教學短片 - 圓周

和直徑(一)及(二) 

 

5. 完 成 書  6 下 A 

P.80-86，92-95 

 

6. 完成 Google form - 圓

周和直徑(一)及(二) 

7 完 成綠工  6 下 A 

EX.8(1-8) 

 

8. 完成綠工 6 下 A EX.9 

** 完成後，請將已完成

書 6下A及綠工拍照並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常識科 5 冊 5 戰爭與和平 

1. 教 學 影 片 

(1-2) -5 冊 5 

2. 教 學 影 片 

(3-8) 認 識 全

球難民現況

及兒童權利

公約 

1. 作業第 5 冊 P. 

10-11 

2. 思維導圖 (戰爭的

短期和長期影響) 

3. KAHOOT 挑戰  5

冊 5 

4. 為難民兒童設計海

報 

5. 時事知多 D 

6. 核對作業答案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音樂科:登入平台溫習「B、A、G、C’、D’、D、E、E’及 F#」音的指

法 

練習樂曲：「龍的傳人」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四至六年級同學) 

 

6/4-10/4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重溫閱讀策略 

學習成語、諺語、歇

後語 

練習 AT 答題技巧 

*4 月 7 日課業回

饋：近義詞、反義

詞 

*4 月 7 日課業課業

回饋：閱讀策略 2 

*增潤短片：成語、

諺語、歇後語 

 

1. AT 補充練習_模擬

試卷一 

2. AT 補充練習_模擬

試卷二 

3. 閱讀成語練習單元

六及完成

P.113-115 

4. 訂正語文練習_《澳

門遊記》答案 

5. 訂正下二冊課本

P.32 第 1-2 題、P.36

及 P.37 答案 

6. 訂正下二冊課本

P.46-47(自習篇章) 

答案(答案見 P.49) 

***1-2 項功課，請完

成後拍照上傳(只

須上載答案紙) 

***下一次上載教學

短片及功課日期：

21/4，請留意 

***同學要堅持學

習，按時完成功

課，加油！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46music.pd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90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音樂科:登入平台溫習「B、A、G、C’、D’、D、E、E’及 F#」音的指

法 

練習樂曲：「龍的傳人」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四至六年級同學) 

 

13/4-17/4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其他 

圖書︰請同學於停課期間閱讀 3本中文及 3本英文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音樂科:登入平台溫習「B、A、G、C’、D’、D、E、E’及 F#」音的指

法 

練習樂曲：「龍的傳人」 

體育科: 完成 SPORT ACT記錄，每天登入「凝動香港體育基金」觀看

影片，停課不停運動。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四至六年級同學)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46music.pd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90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46music.pd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