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 08-06-2020(一)至 12-06-2020(五)停課期間三年級自學安排 (共 4 頁) 

各位同學： 

由 08-06-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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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6-2020(一)至 12-06-2020(五)停課期間三年級自學日程安排 

科 

目 
08-06-2020(一) 09-06-2020(二) 10-06-2020(三) 11-06-2020(四) 12-06-2020(五) 

中 

文 

1.完成作業 p.28,29 

2.每日一篇 

1.完成作業 p.30 

2.每日一篇 

1.完成作業 p.31 

2.每日一篇 

1.完成作業 p.32 

2.每日一篇 

1.STAR 學習平台 

閱讀練習(16) 
2.每日一篇 

 

英 

文 

1. Do a Nearpod exercise  

  [Phonics to learn: cl-, 

wh- 

  & tw-]. 

1. Read aloud EE p.26,27. 

2. Do EE p.28, 29. 

1. Read aloud EE p.34,35. 

2. Do EE p.36 (1-3) & p.37. 

1. Do EE p.40. 1. Do a STAR Platform  

  task. 

數 

學 

1.每日 10題 

2.完成停課期間所有自學 
  安排 

1.每日 10題 

2.完成停課期間所有自學 
  安排 

1.每日 10題 

2.完成停課期間所有自學 
  安排 

1.每日 10題 

2.完成停課期間所有自學 
  安排 

1.每日 10題 

2.Planetii電子學習平台 
  練習 

3.完成停課期間所有自學 
  安排 

 

常 

識 

1.溫習第 5冊第 1-2課 

2.抄第 5冊第 1、2課 
  p.5,7,11小總結 

*(建議分 2天完成) 
 

(須自備練習簿或紙張，
復課後須交回老師檢查) 

1.觀看教育電視(ETV) 

 《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 
   式》 

https://www.hkedcity.net/et

v/resource/942327686 

1.溫習第 5冊第 3-4課 

2.抄第 5冊第 3、4課 
  p.17,19,26小總結 

*(建議分 2天完成) 
 

(須自備練習簿或紙張，
復課後須交回老師檢查) 

1.完成停課期間未完成的 

  eSmart平台網上練習 
  (第 5冊) 

https://ebookweb.ephhk.co

m/login.php 

          (功課測驗 /  
           翻轉教室) 

 
 

1.觀看敎育劇場 

  港鐵 × 香港話劇團 
 《鐵路安全の達人 

  ─ 魔王再臨》 
https://youtu.be/OoGyBVC0Naw 

 

普 

通 

話 

1.觀看教學影片，完成作業 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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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42327686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42327686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https://youtu.be/OoGyBVC0N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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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3下第 11課《關心我民族》金句。 

音 

樂 

1.《糊塗交響樂：三隻小狼》音樂欣賞 

2.《糊塗交響樂：三隻小狼音樂賞析》Google Form 

視 

藝 

15 HERMOSAS IDEAS DE REGALOS Y ENVOLTURAS DE BRICOLAJE （包裝盒） 
https://youtu.be/MfU43zP-970 

電 

腦 

1.閱讀 Dr. PC Family 電子書 https://hk.drpcfamily.com.hk (可按興趣進行自學) 

2.五色學倉頡 http://fcjonline.com/index.php/tc/user/login_school 
3.中英文打字平台 http://html.ctyping.com/ (文章: P3 Eng-6 Keep fit!) 挑戰輸入英文速度 WPM 高於 6 

4.觀看影片: 發佈虛假訊息 (參考 Google Classroom內之超連結) 
5.Coding Galaxy 編程學習體驗版 (網址及登入方法參考 Google Classroom 指引) 

6.現代激答 (網址及登入方法參考 Google Classroom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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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活 

教 

育 

學生：重看「生活教育區」時段「做足準備迎復課(自律篇)」的簡報(聲畫錄製放映)後，完成 Google Form「生活模式改變大測試」。 
家長：建議與子女一同收看上述簡報，協助完成 Google Form題目。 

(P3_20200608_生教_「做足準備迎復課(自律篇)」簡報_F) 

08-06-2020_P3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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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MfU43zP-970
https://hk.drpcfamily.com.hk/
http://fcjonline.com/index.php/tc/user/login_school
http://html.ctyping.com/
https://lib.lmscps.edu.hk/Pages/Search.aspx?type=E&ke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