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各級停課功課及自習安排 (18/11－19/11) 

 

⼀年級 

中⽂ 1. 觀看 ETV 
相關連結： 
a. 媽媽，你在哪裏？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79189493 
b. 有趣的部首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77332894 
c. 異⼝同聲系列（⼆）親親⼤自然 （部首、比喻法）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863162191 
d. 異⼝同聲系列(三) 運動場上展英姿 (部首、語氣)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6709676887 
 
2. 温習評估五（延期⾄ 21/11，溫習範圍已釘於⼿冊內） 

英⽂ 1. 抄寫數字 1－10 ⽣字 （3 次） 
[請在⼀張空白紙上抄，並於星期三交回] 
 

2. 請於家中溫習，串 Unit 1 – 4 英⽂⽣字 
FunQuiz 延期⾄ 20/11，溫習範圍已於 11 月 8 日釘於⼿冊內 
 

3. 完成 Quizlet 練習 
Unit 1 句式 https://quizlet.com/_73539j?x=1jqt&i=2bepvc 
Unit 2 字詞 https://quizlet.com/_77nq3v?x=1jqt&i=2bepvc 
Unit 2 句式 https://quizlet.com/_77nw12?x=1jqt&i=2bepvc 
Unit 3 字詞 https://quizlet.com/_7dshsn?x=1jqt&i=2bepvc 
Unit 4 字詞 https://quizlet.com/_7gc6ne?x=1jqt&i=2bepvc 
（家長可⼊以上連結，先⾏複習字詞卡，並以配對及測試等功能考考小朋友。） 

 
4. 可下載英⽂拼音說話練習，並自⾏完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Cw35UQwLECGCeomUqzd-
PjN_RCPLLZm 
 

數學 看 ETV： 

1. 長度和距離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957045133 

2．尋尋覓覓 － 平面圖形 (⼀)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091062112 

常識 觀看 ETV 及完成有關⼯作紙  
(請到學校內聯網 à 自學教室 à 常識科自學教室 à ⼀年級 à 以下各個 ETV 均附
有⼯作紙，請下載⼯作紙，可自⾏印製完成練習或將答案寫在白紙上。) 
1. 我的成長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367501328 

2. 我的活動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51379834 

3. 我的需要和感受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746213204 



⼆年級 

中⽂ 1. 温習默書 
2. 每日⼀篇 （做 18/11-19/11，共 2 篇） 

英⽂ 1. Copy Dict (3) X 2 
2. Smart ABC X 3 
3. WS List 1 - 8 
4. Watch 3 video clips on "and" & "bu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TCZ5nHTY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0T2F7tu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8qDWxdp6po 

數學 1. A360：⼆上 整數的位值 練習 1 及 2，整數的減法 練習 1 及 2 

常識 觀看影片及完成有關⼯作紙  
(請到學校內聯網 à 自學教室 à 常識科自學教室 à ⼆年級 à 以下各個 ETV 均附
有⼯作紙，請下載⼯作紙，可自⾏印製完成練習或將答案寫在白紙上。) 

- 餘暇⽣活多姿采 ETV https://youtu.be/mW7N6jElb90 

 

三年級 

中⽂ 1. 每日⼀篇 
2. 温默(第⼗三課：課⽂及詞語） 

英⽂ 1. Smart ABC （請完成 2 個或以上的練習） 
2. P.3 Practice 

請下載 PB_3A_Unit1.pdf & PB_3A_Unit2.pdf，自⾏印製完成練習或將答案寫在白
紙上，並於下星期四 (21/11)交回。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xuOvnK5lYRIEb8E9HRr-3oxxW61CJW5 

3. Watch 2 videos about spor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USHk6Ja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2yhyaNb4ac 
 

4. Watch a video about picnic: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063918531 
 

數學 A360：三上 整數加減混合計算 練習 1 及 2 

常識 觀看影片及完成有關⼯作紙  
(請到學校內聯網 à 自學教室 à 常識科自學教室 à 三年級 à 以下各個 ETV 均附
有⼯作紙，請下載⼯作紙，可自⾏印製完成練習或將答案寫在白紙上。) 
1. 觀看 ETV 

- 參觀植物園 https://m.youtube.com/watch?v=1dv5EiQabQM 

2．前往常識教育網-每日消息-香港新聞(自⾏選擇⼀篇，閱讀全⽂，用紙張回答題目) 
 
 



四年級 

中⽂ 1. 預⼯（上⼆冊第九課） 
2. 温默（古詩兩首及成語單元⼆）抄在格仔紙上 
3. 每日⼀篇 

英⽂ 1. Smart ABC （請完成 3 個或以上的練習） 
2. 完成 quizizz 練習 (please click ‘Practice’ for doing the exercise) 
Quantifiers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5a8fe5f26e98a9001f23b6e1/quantifiers 
 
Quantifiers (plenty of / a little/ a few):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5cc1736d899740001a0ca7fe 
 

數學 1. 觀看 ETV 
續四邊形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206814651 

 
2．A360：四上 四邊形 練習卷 1、四上 四邊形 練習卷 2 
 

常識 完成⼗分科學（練習 1-4） 

1. 骨骼(⼀)        2. 骨骼(⼆)       3. 肌⾁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登⼊帳號及密碼⼰貼在⼿冊上) 

(請到學校內聯網 à 自學教室 à 常識科自學教室 à 四年級 à 

⼗分科學 à ⼗分科學登⼊指引) 

 

 

 

 

 

 

 

 

 

 

 

 



五年級 

5A 班 

中⽂ 1. 溫默（在筆記上抄寫：課 12 自選兩段、課 13 詞語抄⼀次） 

2. 每日⼀篇 
3. Quizlet :  

https://quizlet.com/_7j3ka6?x=1jqt&i=1ejz5j 
 
https://quizlet.com/_7j3kfu?x=1jqt&i=1ejz5j 
(Quizlet 完成學習、單詞卡、書寫、配對、測試) 

4. 延伸學習：請各位同學在網上搜集⼀位名⼈的事蹟，並於課上與同學分享。 

(名⼈：曹操、諸葛亮、武則天、鄭和、康熙) 

英⽂ 1. Copy Dict (3) X 2 
2. Smart ABC X 3 
3. WS X 2 
4. Watch the video 

Food Pyramid -Heathy Di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0T3EP4NEpI 
5. Quizizz 

a. Adjective Ending with -ed/-ing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5d0740a2504497001bad6b46 

b. Adjective ending in -ed or -ing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5d02f70c3259cb001a9f0fc9 

數學 1. 觀看 ETV 

a. 分數三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77078269 

b. 續分數三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11868460 
 

2. A360： 

－ 五上 分數加法 練習卷 1 （算式題） 

－ 五上 分數加法 練習卷 2 （綜合） 

－ 五上 分數加減混合計算 練習卷 1  
 

常識 完成⼗分科學練習 

1. 「⽑」中⽣有      2. 我要減肥！       3.懷孕的過程       4.  胚胎與胎兒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請到學校內聯網 à 自學教室 à 常識科自學教室 à 五年級 à 

⼗分科學 à ⼗分科學登⼊指引) 

 

 

 

 



5B & 5C 班 

中⽂ 1. 用⼼溫習中默（課⽂：課 12，詞語：課 13） 

2. 每日⼀篇 

3. 温默（2）（請在白紙上完成此功課，自選抄課 12 的其中兩段及課 13 詞語⼀次） 

4. 延伸學習：請各位同學在網上搜集⼀位名⼈的事蹟，並於課上與同學分享 

（名⼈：曹操、諸葛亮、武則天、鄭和、康熙) 

英⽂ 1. Smart ABC x 3 
2. Quizizz (Please click ‘Practice’ for doing the exercise) 

- Unit 3: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5cbc83684de047001a327988 
 

- Unit 4: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5c00897916ab1a001a5885fc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5c0682a0defa0c001a353917 
 
* 下星期⼆ (19/11) 英⽂評估 Assessment 將會取消 

數學 1. 觀看 ETV 

c. 分數三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77078269 

d. 續分數三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11868460 
 

2. A360： 

－ 五上 分數加法 練習卷 1 （算式題） 

－ 五上 分數加法 練習卷 2 （綜合） 

－ 五上 分數加減混合計算 練習卷 1  
 

常識 完成⼗分科學練習 

1. 「⽑」中⽣有      2. 我要減肥！       3.懷孕的過程       4.  胚胎與胎兒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請到學校內聯網 à 自學教室 à 常識科自學教室 à 五年級 à 

⼗分科學 à ⼗分科學登⼊指引) 
 
 
 
 
 
 
 
 
 
 
 
 



六年級 

6A 班 

中⽂ 請查看 google classroom 

英⽂ 1. W.S. 4.9 (use pencil to do it) 
2. Yellow paper Unit 4 Synonyms (抄 3 次) 

3. Bk p. 46 – 47 (check the dictionary) 

4. Watch the following videos 
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99YtYy0Ot4 

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Ye3ngG6qs 

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u7N0IzqgqM 
 

數學 觀看影片 

1）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259831994 
2） http://www.etvonline.hk/tc/digitalplay.html?video=mmat6121cc 
 
功課： 

1. A360 百分數基礎 練習卷 2 

2. 書 p. 25 - 30 
 

常識 1. 觀看有關辛亥⾰命 ETV 

2. Coggle 做腦圖有關清朝滅亡的原因課題 

3. 完成⼗分科學練習 

a. 植物如何適應環境—(潮濕)   b. 動物如何適應環境—(乾旱)   c. 硬⽔ VS 軟⽔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請到學校內聯網 à 自學教室 à 常識科自學教室 à 六年級 à 

⼗分科學 à ⼗分科學登⼊指引) 

 

 

 

 

 

 

 

 



6B 班 

中⽂ 1. 温習默書 

2. 用紙抄第九課詞庫（每個 3 次） 

3. 每日⼀篇（做 18/11-19/11，共 2 篇） 

英⽂ 1. Smart ABC 

2. Watch the video 

10 deadly natural disas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Ye3ngG6qs 
 

數學 1. 觀看 ETV – 小數（五）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259831994 
 
2. A360：小數基礎 Ex 1＆2 

常識 完成⼗分科學練習 

1. 植物如何適應環境—(潮濕)   2. 動物如何適應環境—(乾旱)   3. 硬⽔ VS 軟⽔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請到學校內聯網 à 自學教室 à 常識科自學教室 à 六年級 à 

⼗分科學 à ⼗分科學登⼊指引) 
 
 
 
 
 

6C 班 

中⽂ 1. 温習默書 

2. 用紙抄第九課詞庫（每個 3 次） 

3. 每日⼀篇（做 18/11-19/11，共 2 篇） 

英⽂ 1. Smart ABC 
2. WS 4.9 (use pencil to do it) 
3. Go to self-learning area à P.6 first term à Pre unit 5 

數學 1. 觀看 ETV – 小數（五）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259831994 

2. A360：小數基礎 Ex 1＆2 
 

常識 完成⼗分科學練習 

1. 植物如何適應環境—(潮濕)   2. 動物如何適應環境—(乾旱)   3. 硬⽔ VS 軟⽔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請到學校內聯網 à 自學教室 à 常識科自學教室 à 六年級 à 

⼗分科學 à ⼗分科學登⼊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