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2019-2020 年度 

「停課不停學」多元課業 持續學習 

第十二階段(4/5-8/5)一年級學習活動一覽表 
 

日期 科目 
雲端校本影片學習平台 

https://edu.nd.com.hk/vlp/ 
自學網站 其他 

4/5 

(一) 
中文科 

 P1_中文科_教學_課業 9 自己去吧(一) 
 下載附件： 
 P1_中文科_工作紙_影片延伸_課業 9(一) 
 P1_中文科_工作紙_鞏紙 19 
 P1_中文科_工作紙_鞏紙 20 
 P1_中文科_答案_(一下 1 冊)練習 P.20-22 
 P1_中文科_答案_(一下 1 冊)課本 P.63 

 

 P1_中文科_工作紙_影片延伸_課業 9(一) 

○1  快樂閱讀花園 

○2  中文百達通 

 

英文科 
 ○1  4D 自學診斷平台 

(評估 18) 

(重溫評估 7-9) 

 

數學科 
  溫習數學書 1 下 B 冊

P.2-4 

5/5 

(二) 

中文科  P1_中文科_工作紙_鞏紙 19 
○1  快樂閱讀花園 

○2  中文百達通 

 

英文科 
 P1_ENGLISH_教學_1B Unit 6 Our Pets 

Reading 

 Book P.54 Post-

reading 

數學科 
  預習數學書 1 下 B 冊

P.5 

6/5 

(三) 

中文科  P1_中文科_工作紙_鞏紙 20 
○1  快樂閱讀花園 

○2  中文百達通 

 

英文科 

 P1_ENGLISH_自學_PLPR Quiz of Where am I 

and e-reading 

 P1_ENGLISH_自學_PLPR Where am I + 

Phonics 
 下載附件： 

P1_ENGLISH_工作紙_PLPR Where am I  Phonics W,U,at 
 

 P1_ENGLISH_工作紙_PLPR Where am I  Phonics 

W,U,at 

○1  教城書櫃 

Read Letter W,U, at 

 

數學科 
 P1_數學科_教學_年和月 
 下載附件： 

 P1_數學科_工作紙_ 年和月 

 完成數學書 1 下 B 冊

P.7 

常識科  P1_常識科_自學_第 4 冊_第 4 課_九龍公園  
 

註: 1. 雲端校本影片學習平台及自學網站的登入方法請參考學校網頁內之指引。 

 2. 工作紙儲存在影片下之附件，下載或上載方法請參考學校網頁內之指引 

 

 

 

 

 

 

 

 

https://edu.nd.com.hk/vlp/
https://readinggarden.chinese.ephhk.com/
https://www.chinese100.hk/
https://4d.pan-lloyds.com/
https://readinggarden.chinese.ephhk.com/
https://www.chinese100.hk/
https://readinggarden.chinese.ephhk.com/
https://www.chinese100.hk/
https://wapps1.hkedcity.net/cas/login?service=https%3A%2F%2Fwapps1.hkedcity.net%3A443%2Fcas%2Foauth2.0%2FcallbackAuthorize%3Fclient_id%3DProdBookShelfApp2%26redirect_uri%3Dhttps%253A%252F%252Fedbookshelf.hkedcity.net%252Freading%252F%26response_type%3Dcode%26client_name%3DCasOAuthClient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2019-2020 年度 

「停課不停學」多元課業 持續學習 

第十二階段(4/5-8/5)一年級學習活動一覽表 
 

日期 科目 
雲端校本影片學習平台 

https://edu.nd.com.hk/vlp/ 
自學網站 其他 

7/5 

(四) 

中文科 
 P1_中文科_答案_(一下 1 冊)練習 P.20-22 

 P1_中文科_答案_(一下 1 冊)課本 P.63 

○1  快樂閱讀花園 

○2  中文百達通 

訂正答案_練習 P.20-

22 

訂正答案_課本 P.63 

英文科 
 ○1  教城書櫃 

Read small book 

-Can they see me?  

 

數學科 
  完成數學書 1 下 B 冊

P.8 

常識科 

 P1_常識科_教學_第 4 冊_第 4 課_到公園探索

_P.30-31 
 下載附件： 

 P1_常識科_工作紙_遊園紀錄 
 P1_常識科_工作紙_齊齊來分類 

 

 P1_常識科_工作紙_齊齊來分類 

  

8/5 

(五) 
中文科 

 P1_中文科_ETV_動感世界 

 

○1  快樂閱讀花園 

○2  中文百達通 

自習課業 15《梳子》 

(一下 1 冊 P.57-58) 

完成課本(一下 1 冊) 

P.59 

英文科 

 ○1  教城書櫃 

Read small book 

-The Big Crab, 

-Monkeys  

 

數學科 
 P1_數學科_ETV_年和月 

 P1_數學科_工作紙_年和月 

  

常識科  P1_常識科_工作紙_遊園紀錄 
  

普通話

科 

自學網站: 
eSmart2.0 

1. 「停課不停學動畫區」1 下第 8 課 

2. 「翻轉教室」1 下第 8 課「聽聽看」 

3. 下載及完成《學習冊》P.16，讀 P.15 

4. 「翻轉教室」初步認識「不」字的讀法 

5. 「翻轉教室」訂正答案：1 下第 5 課「聽聽看」 

註: 1. 雲端校本影片學習平台及自學網站的登入方法請參考學校網頁內之指引。 

 2. 工作紙儲存在影片下之附件，下載或上載方法請參考學校網頁內之指引。 

https://edu.nd.com.hk/vlp/
https://readinggarden.chinese.ephhk.com/
https://www.chinese100.hk/
https://wapps1.hkedcity.net/cas/login?service=https%3A%2F%2Fwapps1.hkedcity.net%3A443%2Fcas%2Foauth2.0%2FcallbackAuthorize%3Fclient_id%3DProdBookShelfApp2%26redirect_uri%3Dhttps%253A%252F%252Fedbookshelf.hkedcity.net%252Freading%252F%26response_type%3Dcode%26client_name%3DCasOAuthClient
https://readinggarden.chinese.ephhk.com/
https://www.chinese100.hk/
https://wapps1.hkedcity.net/cas/login?service=https%3A%2F%2Fwapps1.hkedcity.net%3A443%2Fcas%2Foauth2.0%2FcallbackAuthorize%3Fclient_id%3DProdBookShelfApp2%26redirect_uri%3Dhttps%253A%252F%252Fedbookshelf.hkedcity.net%252Freading%252F%26response_type%3Dcode%26client_name%3DCasOAuthClient
https://ebookweb.ephhk.com/log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