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 04-05-2020(一)至 08-05-2020(五)停課期間一年級自學安排 (共 4 頁) 

各位同學： 

由 04-05-2020(一)起，你們除須透過下列有關連結每天到各電子學習平台完成各科的自學練

習，並預習教科書的內容、多閱讀中、英文課外益智讀物及留意新聞時事，善用停課期間的時間進

行自學外，老師將於逢星期一至五 11:00透過 Google Classroom發放電子學習教材或評估練習，

請於每天下午 5:00前，依老師的安排按日程完成第 3-4頁各項學習任務，以鞏固自己的學習根基。 

 電子學習平台一 

途 

徑 
科 

目 

登入 
「學校網頁」 (首頁右下方) 或 
「學校網頁」 電子學習平台 
https://www.lmscps.edu.hk/ 

年級 一至六年級 

登入 

密碼 

請同學參閱貼在學生手冊內各電子學習平台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學校編號：114413 

中 
文 

1.每日一篇 (香港中文大學) 
http://www.prof-ho.com/reading/ 

2.「現代中國語文」學生網： 
「浮動書屋」「課外閱讀」 

http://prichin.mers.hk/login/gateway/pchin_st.php 

 

英 
文 

1.e-Reading 
http://165.84.169.102/e-reading-plus/login.aspx 

 

 

2.FUN and FRIENDS (特別為今次停課而設的網上學習平台) 

https://www.fnfclub.hk/ 

 

 

 
 

 

 
 

 
 

 
 

 
 

 
 

lc2-xxxxxxxx 

gsxxxxxx 

https://www.lmscps.edu.hk/
http://www.prof-ho.com/reading/
http://prichin.mers.hk/login/gateway/pchin_st.php
http://prichin.mers.hk/login/gateway/pchin_st.php
http://165.84.169.102/e-reading-plus/login.aspx
https://www.fnfclub.hk/


數 
學 

「現代小學數學」學生網： 
1. 練習區  網上單元評估 
           每日十題 
2. 自學區   螢火蟲教室 

        趣味數學庫 
        溫習卡 

        教育電視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maths2014/student/index.php 

常
識 

常識教育網 

http://newgs.ephhk.com/jsp/student/city_login.jsp?openPage=S 

學生可按自己學習需要及興趣進行自學活動 

(如: e-Smart、STEM 學生專區、 

常識小錦囊、互動遊戲、每日新聞等)。 

(用戶名稱：lc2-xxxxxxxx  

登入密碼：gsxxxxxx) 

**e-Smart 學習平台進行網上練習方法： 

1.網上練習 

  (選擇「繁體」右下方會顯示常識功課連結) 

2.翻轉教室影片 

  (學習工具教與學系統翻轉教室) 

中
英
數 

STAR 網上學生評估平台 
https://e.star.hkedcity.net/ 

(教城帳戶：lc2-xxxxxxxx ) 
(登入密碼：gsxxxxxx    ) 

普 
通 
話 

現代小學普通話網站﹕https://www.mers.hk/login/gateway/ppth_st.php 
1.每周一句 
2.自學園地—互動遊戲 
3.網上挑戰站—温習室 

電
腦 

電子書 DR. PC FAMILY （可按興趣閱覽各單元進行自學） 

https://hk.drpcfamily.com.hk 

圖
書 

學校圖書館電子圖書 (可按興趣閱讀 200 本完整版本電子書) 

登入「學校網頁」梨天圖書館電子書 

https://lib.lmscps.edu.hk/Pages/Search.aspx?type=E&key=A 
 

 電子學習平台二 

途 
徑 

登入「學校網頁」   梨天電子服務  Google Classroom 
https://classroom.google.com/h 

 

 電子學習平台三 

途 
徑 

登入「教育局教育電視 ETV」   資源分類 
https://www.hkedcity.net/etv/zh-hant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maths2014/student/index.php
http://newgs.ephhk.com/jsp/student/city_login.jsp?openPage=S
https://e.star.hkedcity.net/
https://www.mers.hk/login/gateway/ppth_st.php
https://hk.drpcfamily.com.hk/
https://lib.lmscps.edu.hk/Pages/Search.aspx?type=E&key=A
https://classroom.google.com/h
https://www.hkedcity.net/etv/zh-hant


有關 04-05-2020(一)至 08-05-2020(五)停課期間一年級自學日程安排 

科 

目 
04-05-2020(一) 05-05-2020(二) 06-05-2020(三) 07-05-2020(四) 08-05-2020(五) 

中 

文 

1.閱讀故事篇章 07《小姑

娘格林琴》及完成 
  Google Form練習 

2.練習抄寫第九課《沙灘
上的腳印》運用字詞

(每個兩次) 
 

 
 

3.每日一篇 

1.完成《現代中國語文》

學生網：「句子過過關」
─「句子碰碰車」一年

級下學期單元(五)練習 
  (……愈……愈……) 

2.每日一篇 

1.語文練習兩句 

(愈……愈……， 
愈來愈……) 

2.每日一篇 

1.完成《現代中國語文》

學生網：「浮動書屋」
─ 一年級課外閱讀」

第 1頁 
《星期天的早上》 

2.每日一篇 

1.STAR 學習平台 

閱讀練習(11) 
2.完成《現代中國語文》

學生網：「字詞館」 
一年級下學期單元(五)

《沙灘上的腳印》練習 
3.每日一篇 

英 

文 

1. Do a Google Form  

  sentence writing exercise. 

1. Do a Google Form  

  picture writing exercise. 

1. Do a Google Form  

  sentence writing exercise. 

1. Do a Nearpod picture  

  writing exercise. 

1. Do a Google Form quiz. 

2. Learn phonics /s/ /w/. 

3. Read an e-Book. 

數 

學 

1.每日 10題 
2.教學影片：解說課文 

  第十九課 
「長度的量度（一）」 

3.完成書：p.52-53 

1.每日 10題 
2.完成書：p.55 

1.每日 10題 
2.Google Form： 

  作 p.8-10 

1.每日 10題 
2.完成書：p.56-57 

1.每日 10題 
2.Google Form：階評四 

  (9-13) 
3.Planetii電子學習平台 

  練習 

常 

識 

1.預習第 4冊第 4課 1.觀看教育電視(ETV) 

《珍惜食物，減少廚餘》      
https://www.hkedcity.net/et

v/resource/273615868 
 

1.《小孩子‧看偉人》 

   工作紙 

1.預習第 4冊第 5課 1.完成 Google Classroom 

第 4冊第 5課 
電子工作紙 

普 

通 

話 

1.觀看教學影片，完成作業 p.8-9。 
2.普通話電子書每周一句 

3.自學園地─互動遊戲 
4.網上挑戰站─温習室 

跟着、愈、遠、 

調皮、難道 

 

 

坐、閃閃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73615868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73615868


宗 

教 

1.每天在《牙牙語》選一篇合適的經文作祈禱文，並虔誠祈禱。 

2.觀看宗教科網《抗疫小錦囊》內的抗疫資訊。 
  https://sites.google.com/lmscps.edu.hk/religious-studies/抗疫小錦囊 

3.閱覽《良友樂伴．閱在家中》內的《良友之聲》及《樂鋒報》刊物。 
  https://sites.google.com/lmscps.edu.hk/religious-studies/良友樂伴閱在家中 

4.閱覽宗教科網《聖母瑪利亞》內介紹聖母瑪利亞的資訊及製作玫瑰念珠 DIY。 
  https://sites.google.com/lmscps.edu.hk/religious-studies/聖母瑪利亞 

5.預習宗教課本 1 下第 10 課《聖母好媽媽》。 

音 

樂 

1.《糊塗交響樂：北極的滑稽表演藝術家》音樂欣賞 
2.《糊塗交響樂：北極的滑稽表演藝術家音樂賞析》Google Form 

視 

藝 

兒童脊科基金主題公仔設計比賽 

http://www.ccf.hk/straightenupdesign 

電 

腦 

1.閱讀 Dr. PC Family 電子書 https://hk.drpcfamily.com.hk (可按興趣進行自學) 
2.觀看影片：電腦的發展史 (參考 Google Classroom內之超連結) 
3.Coding Galaxy 編程學習體驗版 (網址及登入方法參考 Google Classroom 指引) 
4.現代激答 (網址及登入方法參考 Google Classroom 指引) 

圖 

書 

閱讀一本電子書並取得一項 Achievement。 

Epic! 英文電子圖書 (可按興趣閱讀完整版本英文電子書) 

進入「學校網頁」→電子學習平台→Epic! 英文電子書(https://www.getepic.com/students) 

Class Code: 1A: jil5518  1B: agn8310 

 1C: esd1379  1D: wbw6980 

生 

活 

教 

育 

學生：重看「生活教育區」時段「我欣賞的服務人員」的簡報(聲畫錄製放映)後，完成 Google Form「感恩行動」。 

家長：建議與子女一同收看上述簡報，協助完成 Google Form題目。 
(P1_20200504_生教_「我欣賞的服務人員」簡報_F) 

備註： 

為方便同學温習學科學習內容，於復課前作好準備，老師將於本週在 Google Classroom上載中、英、數、常學生作業(電子版)供同學參閱。請注

意，有關檔案只限本校學生使用，請尊重版權，切勿轉發，多謝合作。 

04-05-2020_P1_F 

https://sites.google.com/lmscps.edu.hk/religious-studies/抗疫小錦囊
https://sites.google.com/lmscps.edu.hk/religious-studies/良友樂伴閱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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