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親愛的家長及同學：
小學提早放暑假─家長通知(四)
從今天起，本學年暑假正式開始。為使同學能夠善用時間，我們會按各級需要，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課業
供同學完成，有關課業安排見附件一。
除上述安排外，本校亦運用教育局發放的津貼為同學購買圖書，以便同學於暑假內閱讀。學校已於暑假前順利
訂購相關圖書，惟由於書商未能趕及在提早放暑假前全數送達，因此校方於 7 月 10 日只可派發予三至六年級同學，
一至二年級則附夾於同學的簿冊內讓家長取回。請同學於閱讀後，進入 Google Classroom 內完成暑期閱讀報告。
教育局了解部分學生面對上網困難，為了支援他們於停課期間在家中進行電子學習，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早前透過香港小童群益會，為本地中、小學生提供為期兩個月的上網支援的限時免費流動數據 SIM 卡，惟上述 SIM
卡將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到期，現敬請正在使用 SIM 卡的家長及同學注意。如欲索取延續免費流動數據支援(有效期
至 2020 年 11 月 21 日)，請於 7 月 28 至 31 日在辦公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內，致電 27599365 到本校校務處登記。
若登記之家長人數超出獲分配數量，將以該計劃建議或抽籤形式處理，獲分配之家長將收到校方電話及安排領取。
基於疫情持續，校方在此提醒各位家長及同學，必須時刻提高警覺，做好防疫措施，量體溫、戴口罩、勤洗手，
作息要定時，以保持身體健康，對抗病毒。校方將密切留意疫情及政府之最新公佈，於 8 月時公佈「小六畢業禮」
及「開學前預備班」之安排，暑假期間亦會全面清潔及消毒校園，以讓家長及同學在開學時能夠安心回校上課，迎
接新挑戰！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7599365 與校務處職員聯絡。
黃志揚校長謹啟
2020 年 7 月 27 日

2020 年 7 月 27 日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暑假課業 (27/07/2020-21/08/2020)
科目/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中文

1. 完成樂思 26 週餘
下練習
2. 完成躍思閱讀理解
(一下)餘下練習
3. 完成練習後自行訂
正，不用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1. 完成補充(躍思 2 下
及長河 2 上)所有練
習
2. 喜閱寫意工作紙
3. 補充所有練習自行
訂正，喜閱寫意工
作紙則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由科任老師批改

三年級
1. 完成樂思閱讀理解
2. 躍思語文提升精華
訓練(補充)
3. 成語總複習 P.98100
4. 完成練習後自行訂
正，不用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完成閱讀、聆聽及
語文基礎知識工作
紙(3 份)
https://forms.gle/tdT
HswasKz6fkjqV6

1. 完成大雅餘下部分
2. 完成 TSA 模擬試卷餘

1. 完成新天地（二）
小學停課自學包(2
份)
．自學包 4(光纖之
父—高錕)

https://forms.gle/qdU
PFhVhdCgQDU8F7
https://forms.gle/bEc
9dgJiNLj1vVL56
2. 自學成語：完成課
室小學生成語練習
單元五及六練習(2
份)
3. 每週登入香港教育
城《中文狀元挑戰
計劃》進行語文練
習及遊戲
4. https://www.hkedcity
.net/studentscheme/z
h-hant/chinesemaster
完成練習後自行訂
正，不用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下部分
3. 每週登入香港教育城
《中文狀元挑戰計
劃》進行語文練習及
遊戲
https://www.hkedcity.
net/studentscheme/zhhant/chinesemaster
4. 完成練習後自行訂
正，不用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https://docs.google.c
om/forms/d/e/1FAIp
QLSfxDPFXuxTVlI
JkAFOmFQC6SmJq
lpCw0dlkZPOP1l0D
5SSfhA/viewform?u
sp=sf_link
．自學包 7(走進夢
幻世界——香港迪
士尼樂園)
https://docs.google.c
om/forms/d/e/1FAIp
QLSe8x61vvpAK8
M2qQIMg4a28tlo8v
yCh3woya0klpcVTJ
VflxA/viewform?us
p=sf_link
2. 於 Google
Classroom 的教學
資源內完成《輕輕
鬆鬆學文言》，稍
後會上傳答案，請
自行訂正
3. 於 Google
Classroom 內觀看
教學影片，然後完

成寫作訓練---多感
官描寫法《菜市場
的一角》，並拍照
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4. 每週登入香港教育
城《中文狀元挑戰
計劃》進行語文練
習及遊戲
https://www.hkedci
ty.net/studentschem
e/zhhant/chinesemaster
英文

1. Finish WB
P.10-13, P.22-25
2. Finish GM
P.10-11, P.20-21
作業答案將於 8 月 21
日在網上發放，到時同
學可自行核對課業
請家長檢查學生已完成
功課，才開始核對答案

1. Finish WB P.5, 9-13,
17, 21-25, 29, 33,
34-37
2. Finish GM P.10-11,
P.20-21, 30-37
作業答案將於 8 月 21
日在網上發放，到時同
學可自行核對課業
請家長檢查學生已完成
功課，才開始核對答案

1. Finish WB P.5, 9, 1013, 17, 21, 22-25
2. Finish GM P.10-11,
20-21
作業答案將於 8 月 21
日在網上發放，到時同
學可自行核對課業
請家長檢查學生已完成
功課，才開始核對答案

1. Finish WB P.10-13,
22-25, 34-37
2. Finish GM P.10-11,
20-21, 30-41
3. Finish all 4B DR
exercises
4. Writing 7
5. All the answers will be
released on 21/8

1. Vocabulary video (to...)
2. Vocabulary exercise
(google form)
3. Grammar video
(Infinitives)
4. Grammar exercise 1
(google form)
5. Grammar video (ought
to/ought not to)
6. Grammar exercise 2
(google form)
7. DR 41-50
8. Preview Unit 6

1. Finish GM P.20-21,
30-41
2. Finish WB
P.22-25, 34-37
3. All answers will be
released on 21/8

*邀請一至六年級同學參加香港教育城舉辦的 Summer English 2020 閲讀獎勵計劃。學生只需於 edcity.hk/summerenglish 內登記便可。詳情張貼於 Google
Classroom 內(自由參與)

科目/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數學

1. 《短測 26 週》第 13
週(P.25-30)
2. 《26 週進階數學》
補充 P.24-31

1. 2 下冊 26 週短冊第
13 週及第 16 週
2. 2 下冊躍思補充模
擬試卷

1. 《短測 26 週》：第
13 週(P.25-30) 及 第
26 週(P.55-60)
2. 其他鞏固練習(自願
性質)：第(2, 23)、
(4, 21)、(6, 15)、
(8, 19)週
(以上功課答案會分階
段於 Google Classroom
發佈，讓學生可自行核
對)

1.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EVI 網上學習平台

EVI 網上學習平台

EVI 網上學習平台

EVI 網上學習平台

常識
電腦
圖書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EVI 網上學習平台

EVI 網上學習平台

四年級

2.
3.
4.

4 下冊《短測 26
週》第 13 週及第
16 週
4 下冊躍思補充
(下學期試卷)
單元二第 14 及 15
課(對稱圖形)
(a) 觀看影片
(b) 4 下 B 冊課堂學
習冊 P.7, 11
(c) 4 下 B 冊作業
P.7-9, 10
(第 8-11 題)

暑期閱讀報告(8 月份)
備註: 請同學進入 Google Classroom 內完成
* 以香港教育城戶口及密碼登入「e 悅讀學校計劃」，閱讀最新挑選的 100 本圖書
* 本校獲教育局津貼購置圖書送贈每位學生，善用暑假，享受閱讀的樂趣

五年級
(不用上載此兩項課業，
假期完結回校才交給老
師)
1. 三步補充
「下學期測驗一」*(6,
7, 12, 14, 15)---不用做
上述幾題，因涉及未
教課題
課業答案將於 8 月 10 日
發放
2. 26 週補充 P.25-30
*第五部分(1b, 2a,
2b)；第六部分(1)；第
七部分(7, 8)；第八部
分(3)---不用做上述幾
題，因涉及未教課題
課業答案將於 8 月 17 日
發放

六年級
1. 6 下 B 冊課堂學習
冊 P.25
2. 6 下 B 冊作業
P.22-23
3. 6 下冊躍思補充
P.48-53

為保持身體健康，擁有強健的體質，對抗疾病，必須多做運動。保良局己亥年主席馬清楠律師太平紳士呼籲同學們於暑假期間，每天在家也要保持適當運動量，此舉
對身心靈健康尤為重要。現邀請同學及家長一同參考以下網頁，在家中享受做運動的樂趣：
醒神童喜動 --- 簡易版及進階版 https://tinyurl.com/FuntomoveDance
鐘聲童喜動 --- https://tinyurl.com/FuntomoveExercise
屬校學生舞蹈短片 --- https://youtu.be/WtDFPxVj3bs
「運動最前線」由跳唱歌手狄以達、多位藝人及精英運動員齊心合力製作，目的是為停課期間學生提供在家都能輕鬆進行的運動課：
第一集 --- 仰臥起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FTHVUp_fJhvx1gYSSOQ_BtnX1VFvVF
第二集 --- 開合跳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4MTbKw_F9Ga1H8vvIj1COj0cmheQp4x
第三集 --- 波比跳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dO7mWFMAfztlkvPzhNxdeTpKUdFvdpu
第四集 --- 弓步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oFwmhVHmlNgCkdivJ4wpQksSXSq-4DA
第五集 --- 平板支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ykIa2ARSAGmNUpNZaXr-NZQFCofpDW5
第六集 --- 開合跳 - 重量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25e36ZY5VRPmsGR20eKdypwxavAqaOd
第七集 --- 拉筋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7KCYqa9F4wrs_4hTH4hvb_yblROEHmGv
第八集 --- 伸展動作(上集)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PIbcCu-z-V3qz09mogMbq1lXmvr7CKIK
第九集 --- 伸展動作(下集)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zjL00FfZeBJ1mSjDMEvPXvS_VFKYrTN
第十集 --- 反應訓練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9SjDDlRPRHv5fnTh7r1obdWxL1cxs-i
第十一集 --- 手眼協調(上集)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dlJDIVrKZJ_h6qRJwEcU5mYxEq3BroE
第十二集 --- 手眼協調(下集)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b48qzD0ORcYydMYYtoKP3MKTArpEHS_
第十三集 --- 親子運動 High Five 平板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7-sNmKwEwtUaB0oRSD00z_gkbTwB5F4
第十四集 --- 體能訓練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99iZ8OyKhvKWqdYohYw9MLgyzPVyRGgE
第十五集 --- 跳躍動作(上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EQKopVNlz_TeW1MBwWeM00N3VTusT6/view?usp=sharing
第十六集 --- 跳躍動作(下集)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T910o6OzKu3Q7Jfuo-Ksa8weDoyS4fu
第十七集 --- 原地登山跑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7cLXuSk73PMLRf8oFJ_EUPse-gEybc8
第十八集 --- 親子運動 - 深蹲拼步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zm-J1nBL0BCZ8HCJAzAwz5YHdHK7od3
第十九集 --- 單腳平衡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wR5o2y2WDrEq-C3xQ9U-xLYgvjMrTBL
第二十集 --- 協調小遊戲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EUCu6cSW5MKbpy2guaM3W0FwDpPkNcaT
第二十一集 --- 掌上壓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oRNd83VTefF0NE6Eimb99EepMLvOFKP
第二十二集 --- 親子運動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qjYan3BMyerTxn69_-arJa_Xn8JmlqH
*「運動最前線」網上學習獲狄易達軍團跳舞學校及六藝小狀元教育機構授權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