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級 

 

8/6-12/6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閱讀策略-閱讀理解 

(1) 猜猜時、人、地、

事(原因和結果) 

(2) 猜猜心情和性格 

 

(1) 閱讀理解(google 

form) 

(2) 語練 P.22,23(上

載答案) 

(3) 訂正 6月 2日課業

1,2,4(用藍色鉛子

筆改正) 

(4) 鞏(思)P.66,67(上

載答案) 

英文科 

Revision and 

Enhancement: 

Story 3 There’s a 

Monster in the Tree 

1. A video about 

notice. 

2. A video about 

rhythmic pairs.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ight” and “ite” 

 

1. Watch all the 

three videos. One 

about text-type- 

notice, one about 

rhythmic pairs 

and one about 

phonic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notice. 

3. Reading (2A) 

p.13-14 

4. Listening (2B) p. 

17-20 

5. Phonics book p. 

9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 There’s a 

Monster in the Tree” 

數學科 

二下 B 第 15 課 乘和

除 

認識乘和除的關係 

 

 

自學任務  

1.邊觀看教學影片，邊

完 成 二 下 B 書 

P.23-26。  

2.完成 google form  

3.完成綠工(紙本)二下

B 第 15 課 P. 7-8 



4. 完成作業  二下 B

第 15 課 P. 8-9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溫習 4 冊第 1-2 課  

(1) 觀看溫習教學片

段(按次序觀看 2

段影片) 

(2) 觀看影片：3 冊作

業單元加油站

(二)的回饋 

(3) 觀看影片：4 冊作

業單元加油站

(一)的安排 

 

1.觀看教學短片，溫習

4 冊第 1-2 課的課文內

容 

2.完成 4 冊作業單元加

油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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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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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6-5/6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中文科 

單元十六第十六課 

電郵捉賊 

自習篇章 

聆聽練習 

 

(1) 朗讀課文 

(2) 課文教學 

(3) 釋詞 

(4) 寫字入門 

(5) 人稱代詞 

(6) 專名號 

(7) 回饋_5 月 26 日課

業 6_認識句子的成

份 

 

(1) 預習工作紙 P.9(上載

答案) 

(2) 作業 P.24-27  (上載

答案) 

(3) 訂正 5月 26日課業

1,2,3,5(用藍色鉛子筆

改正) 

(4) 鞏(思)P.56,57(上載答

案) 

(5) 書 P.97-100 

(6) 聆工(3)( google form) 

 

朗誦 

單元十六第十六課 

電郵捉賊 

英文科 
Revision and 

Enhancement: 

Story 9 Clouds 

1. Two videos 

about 

adjectives. 

2. A video about 

text-type 

comics.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ew” 

and “ue” 

1. Watch all the four 

videos. One about text 

type - comics, two 

about adjectives and 

one 

     about phonic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adjectives. 

3. Reading (2A) p. 

11-12 

4. Listening (2A) p. 

13-16 

5. Phonics book p.6 

朗讀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Clouds” 

 

數學科 

二下 B 第 14 課 除式 

1.以除式表達分物的結

果 

2.認識除法的正式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邊

完 成 二 下 B 書 

P.13-22。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二下

B 第 14 課 P. 5-6 

4. 完成作業   二下 B



第 14 課 P. 6-7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3 冊 5 美麗的海灘  

(1) 課文《美麗的海

灘》課文講解(按

次序觀看 2 段影

片) 

(2) 觀看影片：3 冊作

業單元加油站

(二)的安排 

(3) STEM 小教室：

STEM(II)第

11-12 課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完成 3 冊作業單元加

油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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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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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5/5-29/5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單元十六第十五課 

橋上的故事 

(1) 課文動畫 

(2) 朗讀課文 

(1) 預習工作紙 P.8(上載

答案)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3) 課文教學 

(4) 釋詞 

(5) 寫字入門 

(6) 句式﹕……讓……(動

詞)…… 

(7) 冒號、引號 

(8) 回饋_5 月 19 日課

業 3_作業 P.20 

(2) 作業 P.22-23 (上載答

案) 

(3) 語練 P.19-21(上載答

案)  

(4) 訂正 5月 19日課業

1,3,4,6 (用藍色鉛子筆

改正) 

(5) 鞏(思)P.50,51(上載答

案) 

(6) 認識句子的成份(ETV:

兒子的玩具槍)(google 

form) 

 

朗讀 

單元十六第十五課 

橋上的故事 

英文科 
Revision and 

Enhancement: Story 2 

Mr. Noisy’s Helpers 

1. A video about 

the vocabulary 

of jobs and job 

duties 

2. A video about text 

type- job descriptions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au” and 

“aw” sounds 

1. Watch all the three 

videos. One about the 

vocabulary of jobs and 

job duties, one about 

the text type- job 

descriptions and one 

about phonic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the 

vocabulary of jobs and 

job duties.  

3. Reading (2A) p. 7-8 

4. Listening (2A) p. 

9-12 

5. Phonics book p.1 

6.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Mr. Noisy’s 

Helpers” 

數學科 二下 B 第 12 -13 課 分 1. 分物活動(一) 自學任務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物活動(一)、(二) 

1.把一組物件依指定的

份數平均分配 

2.把一組物件依指定的

數量分成多份 

 

2. 分物活動(二)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 完 成 二 下 B 書 

P.2-14。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B第12課及13課 P. 

1-4 

4.完成作業二下 B 第

12 課及 13 課 P. 2-5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3 冊 5 美麗的海灘  

(1) 課文《美麗的海

灘》課文講解(按

次序觀看 2 段影

片) 

(2) 觀看影片：3 冊第

5 課的作業安排 

(3) STEM 小教室：

STEM(II)第 9-10

課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完成 3 冊第 5 課的作

業 

3.完成 Google Form 課

後練習 

4.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的 E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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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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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8/5-22/5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單元十五第十四課 

爸爸的鼻子 

自習篇章 

(1) 朗讀課文 

(2) 課文教學 

(3) 釋詞 

(4) 寫字入門 

(5) 句 式 ﹕ ……

從 ……( 出

來)…… 

(6) 詞語的重疊 

(7) 回饋_5 月 12 日

課業 2_作文(7) _

邀請同學參加生

日會 

(1) 預習工作紙P.7 (上

載答案) 

(2) 「詞語的重疊」小

測試(進入網站) 

(3) 作業 P.18-21 (上載

答案) 

(4) 語練 P.17,18 (上載

答案)  

(5) 訂正5月12日課業

1,4(用藍色鉛子筆

改正) 

(6) 鞏(思)P.52,53(上

載答案) 

書 P.72-74 

 

朗讀 

單元十五第十四課 

爸爸的鼻子 

(7)  

英文科 
First term  

Story 9  

Cat and Dog at School 

1. A video about the 

vocabulary of 

places at school 

2. A video about the 

writing practice of 

rules in different 

places at school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th” sound 

1. Watch all the three 

videos. One about the 

vocabulary of places at 

school, one about the 

writing practice of rules 

in different places at 

school and one about 

phonic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the 

vocabulary and  rules 

in different places at 

school.  

3. GB (2A) p.3-4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4. Listening (2A) p. 1-4 

5. Phonics book p.25 

6.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朗讀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Cat and 

Dog at School” 

數學科 

二下 B 第 20 課 公斤 

1.   認識「公斤」

( kg )。 

2.   以「公斤」為單

位，量度及比較物件的

重量。 

3.   選擇合適的工具

進行量度。 

4. 選擇合適的單位記

錄物件的重量。 

1. 公斤 1 

2. 公斤 2 

3. 克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 完 成 二 下 B 書 

P.69-77。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B 第 20 課 P. 17-18 

4.完成作業二下 B 第

19 課 P.20-21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3 冊 5 美麗的海灘  

(1) 課文《美麗的海

灘》課文講解(按

次序觀看 2 段影

片) 

(2) 觀看影片：3 冊第

4 課作業的回饋 

(3) STEM 小教室：

STEM(II)第 7-8

課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完成本課的 Google 

Form 課後練習 

 

朗讀 3 冊第 5 課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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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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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11/5-15/5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閱讀策略 

寫作教學 

(1) 概念圖 

(2) 實用文﹕邀請卡 

(3) 回饋_5 月 5 日_

比喻 

(1) 閱工(2) (上載答

案) 

(2) 作文(7) _邀請同學

參加生日會

(google form) 

(3) 訂正 5 月 5 日課業

1,3,4,6 (用藍色鉛

子筆改正) 

(4) 鞏(思)P.48,49(上

載答案) 

英文科 

First term  

Story 9  

Cat and Dog at School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Cat and 

Dog at School” 

2. A video about the 

grammar item of 

Story 9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st” sound 

1. Watch all the three 

videos. One about 

introducing first term 

Story 9, one about the 

grammar item of Story 

9 and one about 

phonic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the 

grammar item of Story 

9.  

3. GB (2A) p.6 

4. Listening (2A) p. 5-8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5. Phonics book p.24 

6.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Cat and 

Dog at School” 

數學科 

二下 B 第 19 課 克 

1.認識「克」是公認的

重量單 

2.以「克」為單位，量

度及比較物件的重量 

 

1. 克 1 

2. 克 2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 完 成 二 下 B 書 

P.57-65。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B 第 19 課 P. 15-16 

4.完成作業二下 B 第

19 課 P.18-19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3 冊 4 到郊野公園去  

(1) 課文《到郊野公

園去》課文講解

(按次序觀看 2 段

影片) 

(2) 觀看影片：3 冊第

4 課的作業安排 

(3) STEM 小教室：

STEM(II)第 5-6

課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完成 3 冊第 4 課的作

業 

3.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的 ETV 

4. 完成 Google Form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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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讀冊 

普通話科：請掃描課本內 QR Code, 聆聽及朗讀課文第 5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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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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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有個動物園 

(1) 朗讀課文 

(2) 課文教學 

(3) 釋詞 

(4) 寫字入門 

(5) 「着」的用法 

(6) 比喻 

(7) 回饋_4 月 28 日

課業4_找出重點

詞語(關鍵詞) 

(1) 預習工作紙 P.6(上

載答案) 

(2) 「上中下結構」的

字(google form) 

(3) 作業 P.15-17  (上

載答案) 

(4) 語練 P.15,16 (上載

答案)  

(5) 訂正4月28日課業

1,3 ,6(用藍色鉛子

筆改正) 

(6) 鞏(思)P.54,55(上

載答案) 

 

朗讀 

單元十五第十三課 

天上有個動物園 

英文科 Story 9 Clouds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Clouds” 

2. A video about the 

grammar item of 

1. Watch all the three 

videos. One about 

introducing Story 9, one 

about the grammar ite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Story 9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sm” and 

“sn” sounds 

of Story 9 and one 

about phonic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the 

grammar item of Story 

9.  

3. GB (2B) p. 17 

4. Listening (2B) p. 

9-12 

5. Phonics book p.23 

6.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朗讀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Clouds” 

數學科 

二下 B 第 18 課 重量

的量度 

1.認識重量的概念 

2.直接比較物件的重量 

3.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

較物件的重量 

 

1. 重量的量度 1 

2. 重量的量度 2 

自學任務  

1.邊觀看教學影片，邊

完 成 二 下 B 書 

P.48-56。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B 第 18 課 P. 13-14 

4.完成作業二下 B 第

18 課 P.16-17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3 冊 4 到郊野公園去  

(1) 課文《到郊野公

園去》課文講解

(按次序觀看 2 段

影片) 

1. 完 成 本 課 Google 

Form 課前熱身練習 

2.觀看教學短片，完成

課本內的練習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2) 觀看影片：4 冊第

4 課作業的回饋 

(3) STEM 小教室：

STEM(II)第 3-4

課 

2.核對及改正 4 冊第 4

課作業 

3.完成本課的 Google 

Form 課後練習 

 

朗讀 3 冊第 4 課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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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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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7/4-1/5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簡單語法知識-認識述

補結構 

說話教學 

閱讀策略-找出重點詞

語(關鍵詞) 

 

(1) 認識述補結構：

動詞 + 得 + 程

度副詞  + 形容

詞 

(2) 看圖說故事 

(3) 找出重點詞語

(關鍵詞 ) 以理

解段落的意思 

(4) 回饋_4 月 21 日

課業 7_聆工(2) 

(1) 喜工 P.5 (上載答

案) 

(2) 說工(2) 

(3) 閱工(1) 

(4) 找出重點詞語(關

鍵詞) (google 

form) 

(5) 訂正4月21日課業

1,2,3,5 (用藍色鉛

子筆改正) 

(6) 鞏(思)P.58,59(上

載答案)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英文科 
Story 8 The Hungry 

Giant’s Soup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The 

Hungry Giant’s 

Soup” 

2. Two videos about 

the grammar items of 

Story 8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sl” and “sp” 

sounds 

1. Watch all the four 

videos. One about 

introducing Story 8, 

two about the grammar 

items of Story 8 and 

one about phonic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the 

grammar items of 

Story 8. 

3. GB (2A) p. 11-12 

4. Listening (2B) p. 1-4 

5. Phonics book p.22 

6.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 

du.com/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The Hungry 

Giant’s Soup” 

數學科 

 

 

二下 A 第 10 課 購物

(二) 

1. 進行貨幣的加減計

算 

 

 

1. 購物（二）1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 完 成 二 下 A 書 

P.99-102。請先自行用

紙 /簿計算  練習 10

（P.102）的題目,答案

於下星期上載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A 第 10 課 P. 19-20 

4.完成作業二下 A 第

10 課 P.26-27 

5.完成樂思補充(紙本)

第 15 課  P.38-39 

 

挑戰站  

6. 完成  樂思網上平

台（數學）評估 15：

貨幣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4冊 4 古時中國發明家

的故事 

(1) 觀看《古時中國

發明家的故事》

課文講解(按次

序觀看 2 段影片) 

(2) 觀看影片：4 冊第

4 課作業的安排 

(3) STEM 小教室：

STEM(II)第 1-2

課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完成 4 冊第 4 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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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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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0/4-24/4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單元十四第十一課 

新書店 

自習篇章 

(1) 朗讀課文 

(2) 課文教學 

(3) 釋詞 

(1) 預習工作紙 P.5(上

載答案) 

(2) 作業 P.9-11  (上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4) 寫字入門 

(5) 句 式 ﹕ ……

請 ……( 動

詞)…… 

(6) 「地」的用法 

(7) 回饋_3 月 31 日

課業1_簡單二問

法 

載答案) 

(3) 語練 P.12-14 (上載

答案)  

(4) 訂正 4 月 7 日課業

3 (用藍色鉛子筆

改正) 

(5) 鞏(思)P.38,39(上

載答案) 

(6) 書 P.46-49 

(7) 聆工(2) (google 

form) 

 

朗讀 

單元十四第十一課 

新書店 

英文科 20/4-24/4 
Story 7 Cookie’s 

Week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Cookie’s 

Week” 

2. A video about 

present tense: questions 

and answers.  

3. A video about 

homework: Reading 

(2A) p. 23-24 

4. A video about 

phonics “sk” and -sk” 

sounds 

數學科 

 

 

二下 A 第 9 課 購物

(一) 

1.讀出價錢牌  

2.學習以最簡便的方法

付款 

 

 

1. 購物（一）1 

2. 購物（一）2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 完 成 二 下 A 書 

P.92-98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A 第 9 課 P. 17-18 

4. 完成作業 二下A第

9 課 P.24-25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4冊 4 古時中國發明家

的故事 

(1) 觀看《古時中國

發明家的故事》

課文講解(按次

序觀看 2 段影片) 

(2) 觀看影片：4 冊第

3 課作業的回饋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核對及改正 4 冊第 3

課作業 

3.完成本課的 Google 

Form 練習 

4.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的 ETV 

 

朗讀 4 冊第 4 課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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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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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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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教學 

(1) 分段寫故事_小

雞找媽媽 

(1) 作文(6)(上載答案) 

(2) 訂正3月31日課業

2,6 (用藍色鉛子筆

改正) 

(3) 鞏(思)P.46,47(上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載答案) 

英文科   

1. Check the answers of 

GB(2B) p.23-24, 

List(2A) Unit     6 

p.21-24 and phonics 

"Sh -sh" sound. 

2. Make use of the 

Easter holiday and 

finish all the homework 

from February to April 

(if you  

    have not finished 

all the homework).   

3. Do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數學科 

二下 A 第 5 課 加減混

合計算 

1.進行三位數的加減混

合計算 

2.解答有關加減混合的

應用題 

1. 二下A 第 5課 

加和減 1 

2. 二下A 第 5課 

加和減 2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 完 成 二 下 A 書 

P.45-52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A 第 5 課 P. 9-10 

4. 完成作業 二下A第

5 課 P.12-13 

5. 完成樂思補充 (紙

本)第 13 課  P.34-35 

 

挑戰站  

6. 完成  樂思網上平

台（數學）評估 13：

加減混合計算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其他 

復活節的信息 

1. 救世軍港澳軍區 

2. 聖經復活節的故事(耶穌的犧牲) 

3. The Story of Easter (Jesus' Sacrifice) 

4. God's Story: Easter 

5.  Easter Song – ‘Remembe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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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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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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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教學 
(2) 分段寫故事_小

雞找媽媽 

(4) 作文(6)(上載答案) 

(5) 訂正3月31日課業

2,6 (用藍色鉛子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ncnF4orC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_t17WtlQU&list=PLTpONarNIXVSiSTXBk3Z3FQVPd9cahA67&index=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8R158Uj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4gQniUVO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FBX5ZSySo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改正) 

(6) 鞏(思)P.46,47(上

載答案) 

英文科 / / 

1. Check the answers of 

GB(2B) p.23-24, 

List(2A) Unit     6 

p.21-24 and phonics 

"Sh -sh" sound. 

2. Make use of the 

Easter holiday and 

finish all the homework 

from February to April 

(if you  

    have not finished 

all the homework).   

3. Do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數學科 

二下 A 第 8 課 香港的

貨幣 

1.辨認香港通用貨幣 

2.進行貨幣換算 

1. 香港通用的貨幣

1 

2. 香港通用的貨幣

2 

3. 介紹香港的紙

幣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 完 成 二 下 A 書 

P.84-91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A 第 8 課 P.15-16 

4. 完成作業 二下A第

8 課 P.22-23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其他 

復活節的信息 

1. 救世軍港澳軍區 

2. 聖經復活節的故事(耶穌的犧牲) 

3. The Story of Easter (Jesus' Sacrifice) 

4. God's Story: Easter 

5.  Easter Song – ‘Remembe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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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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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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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二問法 

寫作教學 

自習篇章 

(1) 簡單二問法 

(2) 看圖寫段 

(3) 回饋_3 月 24 日

課業 5_聆工(1) 

(1) 簡單二問法 

(google form) 

(2) 喜工 P.3,4 (上載答

案) 

(3) 作文(5)(上載答案) 

(4) 書 P.22-24 

(5) 訂正3月24日課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ncnF4orC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_t17WtlQU&list=PLTpONarNIXVSiSTXBk3Z3FQVPd9cahA67&index=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8R158Uj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4gQniUVO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FBX5ZSySo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1,2,3(用藍色鉛子

筆改正) 

(6) 鞏(思)P.42,43(上

載答案) 

英文科 Story 6 Birthdays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Birthdays” 

2. A video about 

“possessive 

adjectives.”  

3. A video about 

homework: GB (2B) 

p. 23-24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sh -sh” 

sounds 

1. Watch all the four 

videos. One about Story 

6, one about possessive 

adjectives, one about 

GB (2B) p. 23-24 and 

one about phonic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possessive  

adjectives.  

3. GB (2B) p. 23-24 

4. List (2A) p. 21-24 

5. Phonics book p.20 

6.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Birthdays” 

數學科 

 

 

二下A 第七課 四邊形

（二） 

1.利用釘板及方格紙製

作四邊形 

 

 

1. 四邊形（二） 

2. 介 紹 網 上 平

台—利用釘板

製作四邊形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完成二下 A 書 P.71

及 75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A 第 7 課 P.13-14

（只需完成第 3–10

題） 

4. 完成作業 二下A第

7 課 P.18-19（只需完

成第 1，4–7 及 12 題） 

5. 完成樂思補充 (紙

本)第 20 課  P.48-49

（完成全部題目)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挑戰站  

6. 完成  樂思網上平

台（數學）評估 20：

四邊形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4 冊 3 四大發明 

(1) 觀看《四大發明》

課文講解(按次

序觀看 3 段影片) 

(2) 觀看影片：4 冊第

2 課作業的回饋

及 4 冊第 3 課作

業的安排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核對及改正 4 冊第 2

課作業 

3.完成 4 冊第 3 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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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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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3/3-27/3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中文科 

單元十三第九課 

十八個大水缸  (1) 課文動畫 

(2) 朗讀課文 

(3) 課文教學 

(4) 釋詞 

(5) 寫字入門 

(6) 「得」的用法 

(7) 形近字 

(8) (7)  回饋_3 月

17 日課業 2_實

用文-賀卡及感

謝卡 

(1) 預習工作紙 P.4 

(上載答案) 

(2) 作業 P.2-4  (上

載答案) 

(3) 語練 P.9-11 (上載

答案)  

(4) 訂正3月17日課業

3,5 (用藍色鉛子

筆改正) 

(5) 聆工(1) (google 

form) 

(6) 鞏(思)P.44,45(上

載答案) 

英文科 
Story 5 Ten Happy 

Elephants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Ten 

Happy Elephants” 

2. Two videos about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pl” and “pr” 

sounds 

1. Watch all the four 

videos. Two videos 

about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one 

about Story 5, one 

about phonics "pl", "pr" 

sound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3. GB(2A) p.23-24, 

Reading (2B) p.21-22 

4. Phonics book p.19 

5.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Ten Happy 

Elephants” 

數學科 

二下A 第六課 四邊形

（一） 

1.認識長方形、正方形

部分特性 

1. 二下 A 第六

課 四邊形

（一）1 

2. 二下 A 第六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完成二下 A 書 

P.60-67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2.直觀辨認菱形、梯形 課 四邊形

（一）2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A 第 6 課 P.11-12 

4. 完成作業 二下A第

6 課 P.16-17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4 冊 3 四大發明 

(1) 觀看《四大發明》

課文講解(按次

序觀看 2 段影片) 

(2) 觀看影片：4 冊第

1 課作業的回饋

及 4 冊第 2 課作

業的安排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核對及改正 4 冊第 1

課作業 

3.完成 4 冊第 2 課作業 

4.登入 e-Smart 平台

(https://e-smart2.ephhk.

com) 

完成翻轉課室內的「古

代造紙的過程」練習 

5.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的 ETV 

 

朗讀 4 冊第 3 課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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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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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https://e-smart2.ephhk.com/
https://e-smart2.ephhk.co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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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教學 

寫作教學 

「把」、「被」字句的

應用 

(1) 利用蝴蝶圖說故

事 

(2) 實用文-賀卡及

感謝卡 

(3) 「把」、「被」

字句的應用 

(4) 回饋_3 月 10 日

課業 3_作業

P.24-25 

(1) 說工(1)(google 

form) 

(2) 作文(4)(google 

form) 

(2-B,D) 2B,2D 班:作文

(4) (不用上載答案) 

(3) 喜工 P.1,2 (上載答

案) 

(4) 訂正3月10日課業

2,3,4(用藍色鉛子

筆改正) 

(5) 鞏(思)P.40,41(上

載答案) 

英文科 

 

 

Story 4 Let’s Take Care 

of the Earth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Let’s 

Take Care of the 

Earth” 

 

2. A PowerPoint 

video about “Simple 

present tense: Yes/No 

questions and 

answers.”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ng” and 

“nk” sounds 

1. Watch all the three 

videos including the 

teacher’s feedback.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the 

PowerPoint video.  

 

3. GB(2B) p.3-4, 

Listening (2B) p.21-24 

 

4. Phonics book p.18 

 

5.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朗誦 

Read aloud th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storybook “ Let’s Take 

Care of the Earth” 

數學科 

 

 

二下 A 第 4 課 減法

(二) 

1.計算三位數的兩次退

位減法 

2.計算三位數的連減法 

3.解答減法的應用題 

4.估計三位數的減法計

算的結果 

 

 

 

1. 2 下 A 第四課 

減法二 1 

2. 2 下 A 第四課 

減法二 2 

3. 書 2 下 A 練

習 4 答案講解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 完 成 二 下 A 書 

P.34-43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A 第 4 課 P.7-8 

4. 完成作業 二下A第

4 課 P.10-11 

挑戰站  

5. 完成  樂思網上平

台（數學）評估 12：

減法（二）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4冊 2 中國重要的歷史 

(1) 觀看《中國重要

的歷史》課文講

解(按次序觀看 3

段影片) 

(2) 觀看影片：3 冊工

作紙(1)(2)(3)的

回饋及 4 冊第 1

課作業的安排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核對及改正 3 冊紙本

工作紙(1)(2)(3) 

3.完成 4 冊第 1 課作業 

4.完成本課的 Google 

Form 練習 

5.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的 ETV 

 

朗讀 4 冊第 2 課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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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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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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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十二第八課 

弟弟看風景 

自習篇章 

(1) 課文動畫 

(2) 朗讀課文 

(3) 課文教學 

(4) 釋詞 

(5) 寫字入門 

(6)  方位詞 

(7)  句式﹕「……

還……」 

(8)  回饋_2 月 25 日

課業 5_作業 P.16 

(1) 樂思 4D 自學診斷

平台練習 10,11 

(2) 預習工作紙 P.3 (上

載答案) 

(3) 作業 P.23-27 (上載

答案) 

(4) 語練 P.6-8 (上載答

案) 

(5) 訂正 3 月 3 日課業

2,5,6 (用藍色鉛子

筆改正) 

(6) 書 P.96-98 

 

朗讀 

單元十二第八課 

弟弟看風景 

英文科 
Story 3 There’s a 

Monster in the Tree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There’s a 

Monster in the Tree” 

 

2. A PowerPoint 

video about “There 

is” and “Is there…?”.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nd” and 

1. Watch the three 

video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the 

PowerPoint video. 

3. GB(2A)p.1-2,  

GB(2B) p.22 

4. Phonics book p.17 

5.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nt” sound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Read aloud the 

storybook “ There’s a 

Monster in the Tree” 

數學科 

二下 A 第 3 課 減法

(一) 

1.計算三位數的一次退

位減法 

2.解答減法的應用題 

 

1. 第三課 減法──1 

2. 第三課 減法──2 

3. 書 P33 答案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邊完成二下 A 書 

P.28-33 

2. 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綠工(紙本) 二

下 A 第 3 課 P.5-6 

4. 完成作業 二下A第

3 課 (1-8 題，12-15 題） 

 

挑戰站  

5. 完成 樂思網上平

台（數學）評估 5：減

法（一）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

載，請自行以藍原子筆

核對，亦請家長需「成

績」位置的下方簽署作

實。 

常識科 4冊 1 中國先民的故事 

(1) 觀看《中國先民

的故事》課文講

解(按次序觀看 2

段影片) 

(2) 觀看影片：3 冊第

3 課的作業回饋

及 3 冊工作紙

(1)(2)(3)的講解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

教學短片，完成課本內

的練習 

2.核對及改正 3 冊第 3

課的作業內容 

3.完成 3 冊紙本工作紙

(1)(2)(3) 

4.完成本課的 Google 

Form 練習 

5.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的 ETV 

 

朗讀 4 冊第 1 課課文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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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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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

事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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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十二第七課 

這裏真是個好地方 

(1) 朗讀課文 

(2) 課文教學 

(3) 釋詞 

(4) 寫字入門 

(5) 「被」字句 

(1) 樂思 4D 自學診斷

平台練習 8,9 

(2) 預習工作紙 P.2 

(3) 課文工作紙(google 

form) 

(4) 造句(書 P.80-81) 

(5) 作業 P.20-22 

(6) 語練 P.3-5 

(7) 訂正 2 月 25 日課業

4_書 P.57 

 

朗讀 

單元十二第七課 

這裏真是個好地方 

英文科 
Story 2 Mr. Noisy’s 

Helpers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Mr. 

Noisy’s Helpers” 

2. A video about 

“possessive (‘s) and 

third person 

singular”.  

1. Finish the google 

form about “possessive 

(‘s) and third person 

singular”. 

https://forms.gle/qahC

9EWEyieGUgi7A 

2. Phonics book p. 16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3. A video about 

Phonics “lt” and “ld” 

sounds 

(“lt” and “ld” sounds) 

 

 

數學科 

二上 B 第二十三課 年月日 

1. 閱讀月曆  

2. 認識每月的日數，分辨

「月大」及「月小」  

3. 認識「平年」及「閏年」 

1. 年月日 1 

2. 年月日 2 

自學任務 

1.邊觀看教學影片-年月

日，邊完成 2 上 B 書 

P.100-105 

2..完成 google form 

3.完成 2上 B綠工(紙本)2

上 B(23)課-年月日 

4.完成 2上 B作業(紙本)2

上 B(23)課-年月日 

5. 高展示工作紙-年月日 

(早前連同其他功課發還

給學生) 

答案會於下星期四上存，

請同學自行核對並作改正 

 

挑戰站 

完成「STAR 平台」的評估

(二上 B 23課 年月日) 

常識科 重溫 3 冊 3  社區有心人 

(1) 觀看《社區有心人》

課文講解(按次序觀看 5

段影片) 

 

(2)  觀看影片：3 冊作

業第 1,2 課的回饋及第 3

課作業安排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教

學短片，核對課本內的練

習 

2.觀看教學簡報，溫習 3

冊 3 的課文內容 

3. 完成第 3課作業

(P.6-7) 

3.聆聽課文朗讀，然後朗

讀課文內容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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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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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音樂科:請同學登入平台觀看三位音樂家(貝多芬、海頓及聖桑)的故事

短片，然後回答問題。(貝多芬 海頓 聖桑) 

同心為城市守望禱告 

祈禱及思考(一至三年級同學) 

 

24/2-2

8/2 

 課題 / 學習重點內容 
電子學習/教材 

(檔案名稱) 
課業 

中文科 

單元十一第五課 

豆藤會寫字 

自習篇章-白鷺鷥 

 

溫習單元十一 

(1) 歌曲 

(2) 朗讀課文 

(3) 課文教學 

(4) 釋詞 

(5) 寫字入門 

(6) 多義詞 

(7) 「把」字 

(8) Kahoot 

(1) 閱讀圖書 /篇章(主

題：不限) 

(2) 樂思 4D 自學診斷

平台練習 6,7 

(3) 課文工作紙(google 

form) 

(4) 書 P.57 

(5) 作業(google form) 

(6) 語練(google form) 

(7) 書 P.70-72 

(8) 複習單元十一

(Kahoot) 

(9) 訂正 2 月 18 日課業

5 

英文科 
2

nd
 Term 

Story 1 New Year 

1. A video about the 

storybook    “New 

Year” 

2. A PowerPoint 

video about “Wh” 

questions and like + 

ing. 

1. Watch the video 

about different 

things we do and 

food we eat during 

New Year. 

https://spark.adobe.

com/video/VCeYad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PD2kApcLIgd8ZEkVFgBUpyShGjLvs8VFnybZLI1Z1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kmuavz0Qbnl0MeupLdDZ-ZvGWFTxo-SV2fIsFR5d5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irovYuZ_SaMT3zRjQvL8IKEA57EhWr5IXC_O3woqw4/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https://spark.adobe.com/video/VCeYadxubJ5mX
https://spark.adobe.com/video/VCeYadxubJ5mX


xubJ5mX 

2. Studythe 

PowerPoint video 

about “Wh” 

questions and like + 

ing.  

3. Finish the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81bF

KMMqSdjSDjVC6 

4.  Study storybook 1 

“New Year” 

5.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mysmarted

u.com/ 

數學科 

1.  二下 B 第二十一

課 象形圖(一) 

● 閱讀及討論象形圖 

● 以排列方式比較物件

的多少 

2. 二下 B 第二十二課 

象形圖(二) 

● 以「一個圖形代表一

個單位」的表示法製

作象形圖 

1. 四 個 主 要 方 向 

常錯題目分析 

2. 象形圖(1) 

3. 象形圖(2) 

 自學任務 

1. 觀看影片--四個主

要方向 常錯題目分析 

2. 邊觀看教學影片--

象形圖(1) 象形圖

(2)，邊完成 2下 B書 

P.86-97 

3.完成 google form 

(內容為 2下 B綠工-21

課 象形圖) 

4.完成綠工(紙本)2下

B(22)課 

若沒有綠工(紙本)，可

查閱綠工(電子版)，以

白紙或自行列印的方

式完成 

*答案會於翌日上載，

請自行核對 

常識科 重溫 3 冊 2  認識社區 

(1) 社區遊蹤課文講

解(按次序觀看 4 段

影片) 

(1) 核對課本內的練習 

(2)登入 e-Smart 平台

(https://e-smart2.ephhk.

https://spark.adobe.com/video/VCeYadxubJ5mX
https://forms.gle/81bFKMMqSdjSDjVC6
https://forms.gle/81bFKMMqSdjSDjVC6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www.mysmartedu.com/
https://e-smart2.ephhk.com/


com) 

完成翻轉課室內的「無

障礙社區設施」練習 

(3) 作業第一課和第二

課(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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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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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年級同學) 

 

17/2-21/2 

中文科 

(1) Star 平台「小二(閱讀理解練習)17/2/2020 」 

(2) 閱讀圖書 /篇章(主題：不限) 

(3)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練習 4,5 

(4) 複習單元十 

(5) 預習工作紙 

(6) 喜工(識字齊加油) 

英文科 

1. Study the PowerPoint slides about must/mustn’t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xBiUut4aF7kRN3hPl0

G_Ohi9TqODGhjS8boyTu4SLlXDMnQ/viewform?usp=sf_link 

3.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Smart%20ABC%20login

%20intro%20for%20S.pdf 

4. Read the storybooks 

https://e-smart2.ephhk.co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jXMBiA7PCpXF4KENWCeVZit_SJXB_na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xBiUut4aF7kRN3hPl0G_Ohi9TqODGhjS8boyTu4SLlXDMnQ/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xBiUut4aF7kRN3hPl0G_Ohi9TqODGhjS8boyTu4SLlXDMnQ/viewform?usp=sf_link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Smart%20ABC%20login%20intro%20for%20S.pdf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Smart%20ABC%20login%20intro%20for%20S.pdf


數學科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1-__，邊完成書相應頁數 

2. 完成 google form(20/2/2020 二下 A 第十一課四個主要方

向) 

3.完成綠工(紙本)2下 A(11) 四個主要方向 P.21-22。 

若沒有綠工(紙本)，可查閱綠工(電子版)，以白紙或自行列印的

方式，完成 P.1-2。 

(答案會於翌日上載，請自行核對) 

挑戰站 

4. 完成香港教育城 STAR平台(二下 A 第 11課四個主要方向) 

5. 完成樂思網上平台（數學）評估 14：方向 

每份評估時間限時 10分鐘 

常識科 

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 3冊 3的相關課業。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教學簡報，完成課本內的練習 

2.完成 Google Form 

3.登入 e-Smart平台(https://e-smart2.ephhk.com)，完成翻 

轉教室的活動。 

4.觀看 Google Classroom內的 ETV 



5.觀看 STEM小課室：第五課及第六課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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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年級同學) 

 

10/2-14/2 

中文科 

(1) 請登入 GOOGLECLASSROOM，然後完成燈謎 

(2) Star平台「小二(聆聽練習)10/2/2020」 

(3) 閱讀圖書 /篇章(主題：不限) 

(4) 樂思 4D自學診斷平台練習 2,3 

(5) 複習單元九 

(6) 喜工(大變身) 

英文科 

1. Watch videos about preposition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USIUOq3JKrFHL_326CDTklZgn

vPR7J4jkeQ7EZgHgM/edit 

3.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https://www.annwyllie.edu.hk/uploads/files/Smart%20ABC%20login

%20intro%20for%20S.pdf 

數學科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1-2，邊完成書相應頁數 

http://www.do-this-prayer.org/blessHK/
https://us8.campaign-archive.com/?e=&u=8a202f636c3cdf68cf4522eaf&id=435b7629cc
https://www.annwyllie.edu.hk/photoAlbums/889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USIUOq3JKrFHL_326CDTklZgnvPR7J4jkeQ7EZgHgM/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USIUOq3JKrFHL_326CDTklZgnvPR7J4jkeQ7EZgHgM/edit


2. 完成 google form(13/2/2020 二下 A(2) 數數活動) 

3.以白紙或自行列印的方式，完成綠工 P.3-4(答案會於翌日上載) 

常識科 

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 3冊 2的相關課業。 

1.完成 Google Form：二年級常識_3冊 2 社區遊蹤(課前熱身) 

2.閱讀課文內容，觀看教學簡報，完成課本內的練習 

3.完成 Google Form：二年級常識_3冊 2 社區遊蹤(課後練習) 

4.登入 e-Smart平台(https://e-smart2.ephhk.com)，完成翻轉 

教室的活動。 

5.觀看 Google Classroom內的 ETV 

6.觀看 STEM小課室：第三課及第四課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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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2 中文科 

(1) 請登入 GOOGLECLASSROOM，然後完成燈謎 

(2) Star平台「小二(閱讀理解練習)3/2/2020」 

(3) 閱讀圖書/篇章(主題：中華文化) 

(4)樂思 4D自學診斷平台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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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複習單元四 

(6)書 P.44-45 

(7)書 P.46-48 

英文科 

1. Study the PowerPoint slides about plural nouns 

2. Finish the google 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36wh5KbH8Bx_OmC1Jc

16rMLW0Ad5SValDIrio8T1jkv5-A/viewform 

數學科 

自學任務 

1. 邊觀看教學影片 1-3，邊完成書相應頁數 

2. 完成 google form(6/2/2020 二下 A(1) 四位數) 

挑戰站 

3. 完成 香港教育城 STAR平台(6/2/2020 四位數) 

常識科 

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 3冊 1的相關課業。 

1.閱讀課文內容，觀看教學簡報，完成課本內的練習 

2.完成 Google Form 

3.觀看 Google Classroom內的 ETV 

4.觀看 STEM小課室：第一課及第二課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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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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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