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2019-2020 年度 下學期
延遲復課 網上學習內容
日期：2 月 10 至 4 月 9 日
年級

科目

中文

英文

學習內容 / 課題
重溫四素句
五感
擬人法
偏旁
重溫已學標點
《詠鵝》詞語運用
《春天的圖畫》詞語運用
《春的呼喚》詞語運用
《鞋》詞語運用
Revision on body parts
Unit 2 vocab (clothes) / reading
comprehension
Unit 3 vocab (things in the park)
Unit 4 vocab (numbers 11-20) / reading
comprehension
Unit 5 reading comprehension+writing
Unit 5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1)
Unit 6 places (kitchen, living
room...)/reading comprehension+writing
Unit 6 verbs (has/have/is/am/are)
試後鞏固(比數多少)

一
年
級

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

數學

常識

四素句+人動句
擬聲詞
改寫擬人法
人看句
感歎號+感歎句
代詞的運用
四素句+人聽句
四素句+人感句
閱讀理解技巧
Question words
Unit 2 possessive
adjectives(his,her,our,their)/reading
comprehension+writing
Unit 3 preposition (in / on / under)
Unit 4 How many?/ vocab (zoo animals)
Unit 5 action verbs - present continous
tense
Unit 6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2)
Unit 6 adjectives (big,small,fat,thin...)
試後鞏固(多條件問題)
認識「今天」、「明天」、「後天」、「前天」
的名稱
年曆﹕在年曆上選取資料
平面圖形(二)﹕辨別平面圖形及計算數量
硬幣(一):認識本港的硬幣及數算總值
硬幣(二):標價牌、按標價牌付款
認識 100 以內的數的組成
認識 100 以內的數的大小比較

認識一年有 12 個月及各月份的名稱
平面圖形(一): 平面圖形概念
平面圖形(三):製作平面圖形
硬幣(二):硬幣的互換
認識位值(個位和十位)及數、讀、寫
認識 100 以內的數的順數和倒數
認識 2 個、5 個和 10 個一數，並正確記
學習估算數量
錄
第三冊第 2 課《親戚常來往》
第三冊第 1 課《温暖的家》
第三冊第 5-6 課《家居衞生》、《家居安全》
二年級第一冊第 1 課《奇妙的人體》
二年級第一冊第 2 課《有益的食物》
二年級第一冊第 3 課《伴我成長》
二年級第一冊第 4 課《和動物做朋友》
二年級第一冊第 5 課《齊來種植物》

年級

科目

中文

英文

二
年
級

數學

常識

學習內容 / 課題
邀請卡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標點
玩具描寫(一)
玩具描寫(二)
擬人(二)-運用
第十一課詞語理解
邀請卡(進階)
第十三課詞語理解
revision on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unit 3 vocab (activities, days of the week)
unit 1 housework (vocab)
unit 2 adjectives (vocab)
unit 5 seasons and weather (vocab + usage)
Writing - Unit 5 Seasons
Rev - present tense (affirmative + -ve + Q)
Rev - unit 1 housework + unit 2 adjectives
(vocab)
unit 6 festival + things to do
試後鞏固
四位數定義及比較

文章四要素
字詞認識
閱讀理解技巧
比喻
擬人
聆聽技巧—分類
說話訓練—玩具介紹
寫作訓練—玩具介紹
寫作訓練—邀請卡
revision on pronouns
unit 4 vocab (daily actions,time)
unit 1 present tense (affirmative)
unit 2 present tense (affirmative + negative)
unit 5 seasonal clothing and activities
(vocab + usage)
Reading - Unit 5 Seasons
Reading - Unit 1, 2 (housework + adj)

Writing - Unit 1, 2 (describing people)
Unit 6 like + ing, Why + because
重溫乘法
四位數之應用
數數活動(每,250 一數之順數和倒數)(新
數數活動(每,500,1000 之順數和倒數)
課程)
本港的貨幣類別
貨幣換算
按標價付款 (第四課 買禮物)
計算元、角的加減法 (第五課 齊購物)
學習描述物件的相對位置「在的東/南/西/
認識指南針及四個主要方向
北方」
複習三位數以內的加法及應用題(包括連 複習二位數以內的減法及應用題(包括連
加法)
減法)
認識三位數以內的減法及應用題(一次退 認識三位數以內的減法及應用題(二次退
位，包括連減法)
位，包括連減法)
用解題五步曲學習辨別加減應用題的列
認識加減三位數以內的計算法則及估算
式
第二冊第 1 課《餘暇生活多姿彩》
第 2 課《編排餘暇生活》
第 3 課《我喜愛的玩具》
第 5 課《自製玩具》
第 4 課《電動玩具》
第四冊第 1 課《辨別方向和認識環境》
第 2 課《社區遊踪》
第 6 課《其他服務的人》

年級

科目

中文

學習內容 / 課題
記事六要素(寫作指導一)
齊白石畫蝦：內容＋詞語
圖書館裏的男孩：內容＋詞語
我是小鬧鐘：內容＋詞語
給爸爸的信：內容＋詞語
爸爸的回信：內容＋詞語
新型玻璃：內容＋詞語
香港－美麗的名字
不一樣的常識課

五感寫作(寫作指導一)
詞語理解(第一課)
人物性格詞語
量詞+課文詞語
祈使句+轉折複句
寫作書信
說明文
步移法
步移法

Revision Dates and Months

Revision Tenses

Unit 3 Past tense (verb to be / regular verbs) Reading passage of Unit 3

英文

Unit 3 Opposite adjectives

Unit 3 Past tense and present tense

Unit 4 Actions

Unit 4 Past tense (What did you do?)

Unit 4 connective - so

Unit 4 Writing-Diary

Unit 6 Irregular verbs

Unit 6 Questions and Negative form

Unit 6 Ask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past
Unit 6 Writing-Story
tense)

三
年
級

數學

常識

Unit 5 Gifts (vocabulary)

Unit 5 Irregular verbs

Unit 5 Indirect objects
時間(時段)
重温 12 小時報時制
認識銳角和鈍角
認識及辨別垂直線
重溫四邊形，認識線段、對邊、鄰邊的
概念
從應用題認識括號的運用
用解題五步曲辨別乘加、乘減列式
用解題五步曲辨別加減乘混合的列式
認識及解答方塊圖
第五冊第 3 課《節約能源》
第五冊第 4 課《保護環境》
第二冊第 7 課《通訊真方便》
第三冊第 3 課《香港旅遊樂趣多》
第三冊第 4 課《外地旅遊樂趣多》
第二冊第 1 課《穿衣之道》
第 2 課《食物供應多》
第 3 課《住在香港》

Unit 5 text type - Notice
時間(結束時間)
24 小時報時制
比較角的大小
認識及辨別平行線
認識和辨別平行四邊形
認識有括號的加減計算題
認識先乘除後加減的計算法則
計算加減乘混合計算題
認識及解答棒形圖

年級

科目

中文

學習內容 / 課題
唐詩-華山(五言絕句、襯托)
地球媽媽生病了(認識說明文)
大樹的自述(課文內容)
太陽(說明手法)
便條格式
書信格式
通告格式
電郵格式
引領思維閱讀策略(一)

早發白帝城(七言絕句、誇張)
段落大意
段落大意
層遞
寫作:便條
寫作:書信
標點(括號)
成語
引領思維閱讀策略(二)

Review of question words

vocabulary drills

Unit 1-vocabulary items

Future tense

Unit 1-Vocabulary of names of places in
Tense
Hong Kong
英文

Unit 5 resolutions-Reading Comprehension

Unit 5 future tense ( be going to)

Unit 6 Good habits-Reading Comprehension Unit 6 (How often...?)
四
年
級

數學

常識

Revision of text type1,5, 6

Writing Unit 1,5, 6

Unit 3-Reading comprehension+voc

a lot of, a few, a little

more, less, fewer+writing

Unit 4-Reaing Comprehension+food groups

因數和倍數

因數與倍數的關係

認識質數和合成數

利用「愛氏篩」方法找出 100 以內的質數

閱讀「一格代表 1 個單位」的棒形圖

閱讀「一格代表 2 /5/10 個單位」的棒形
圖。

認識拼圖的方法

認識分割圖形的方法

認識對稱圖形和對稱軸

找出圖形的對稱軸

除加減的計算

除加減的應用題辨別

從解題五步曲辨別乘除混合的列式

認識乘除的計算法則

從解題五步曲辨別四則混合的列式

認識先四則混合的計算法則

認識分數的種類
第六冊第 1 課《香港開埠前》
第 2 課《香港開埠後》
第 3 課《往昔家園》
第 4 課《過去的生活》
第四冊第 4 課《傳染病》
第 5 課《非傳染病》
第 2 課《消化系統和泌尿系統》

認識擴分和約分

年級

科目

中文

英文
五
年
級

數學

常識

學習內容 / 課題
手捧花盆-內容理解/詞
愚公移山_內容/詞
跟進便條
愚公移山_愚與智(堅毅精神)
優孟_段意
游說的技巧_論說文結構
優孟_論說文結構
武松打虎_說(勇)
武松打虎_結構

故事情節_劇本
便條
成語四
日記
跟進日記
段意分析
人物評價
人物性格描寫
人物性格描寫

Review of tenses (Present Perfect tense

Reading skill

Key structure of Unit 1

Reading passage of Unit 2

Unit 2 language focus

Vocabulary items

Unit 2 Key structure: use ... to ....

Unit 2: key structure: be used for ..., made of

Unit 3 passage feature (chant) & vocab

Unit 3 language focus (so, because,
although)

Unit 3 verb + gerund

Unit 3 Text type - leaflets

Unit 4 reading passage + vocab

Unit 4 Story map

Unit 4 how long....

Unit 4 how far

Unit 5 reading passage - detective stories
試後鞏固
閱讀棒形圖
立體圖形的特性
認識小數的加法
小數加減混合計算
小數乘法的計算
代數符號 (一)
簡易方程 (一)(二)
體積的認識
第五冊第 4 課《青春期的飲食》
第 1 課《祖國地理》
第 2 課《中國的氣候和農業》
新聞分析
第六冊第 2 課《轉動的地球》
第 3 課《月球的秘密》
第 4 課《日蝕和月蝕》

Unit 5 - Vocab about crimes
分數乘法應用題
閱讀複合棒形圖
正方體的紙樣
認識小數的減法
小數加減混合計算的應用題
小數乘法的應用題
代數符號 (二)
簡易方程應用題
體積的量度

年級

科目

中文

英文
六
年
級

數學

常識

學習內容 / 課題
我的生活日記：內容+段意+主旨+詞語

故事情節

戶外學習樂趣多：內容+段意+主旨

成語四：成語理解及運用

山雨：內容+段意+主旨+詞語

感官描寫：聽、觸

《戶外學習樂趣多》詞語運用(造句)

聆聽練習《一次難忘的探訪》

段意理解

省略號和破折號的作用(鞏固)

《山雨》詞語鞏固

說話練習

韓愈《初春小雨》賞析

《下雨的時候》(上)聆聽

《雨的四季》（一）：內容+詞語+主旨

《下雨的時候》(下)閱讀理解

《雨的四季》（二）：內容+詞語+主旨

描寫手法：靜、動態描寫

Revision of tenses

Reading skill

Unit 2 vocabulary items

Connectives used in writing a story

fables features

similes and the usage

what shoudl we do to protect the earth

usage of so much and so many

endangered animals

usage of therefore and unless

revision of the vocabulary Unit 1-4

revision of language focus Unti 1-4

event program

use similes in sentence writing

write captions

use therefore and unless to write a paragraph

adjectives for descrbing people
usage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s
辨別立體的截面
認識均勻截面和應用
認識和製作折線圖
闡釋折線圖
求百分率
根據百分率求出數值
認識折扣
解答有關折扣的應用題
認識圓的各部分
解答有關圓半徑和直徑的問題
畫圓的方法
認識圓周
圓周的計算方法
解答與圓周有關的應用題
速率的計算方法
從速率求時間或距離
閱讀行程圖
解答與行程圖有關的計算題
第二冊第 1 課《簡單急救》
第二冊第 2 課《意外的處理》
第一冊第 1 課《一國兩制》
第 2 課《權利與義務》
五年級第五冊第 5 課《從鴉片戰爭到改革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