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筲箕灣官立小學 

30-3-2020 至 3-4-2020 停課期間各科課材 

四年級 

中文 1.登入：《我愛學語文》網站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並完成四下一冊第 12 課 《大樹

的自述》作業及第 14 課《海下灣親子生態之旅》 作業 

2.登入：eclass＞學習中心＞ 學科天地＞ 中文＞ 觀看兩段影片 

 i)四下二冊 第 15 課 《通告》(篇章─通告) 

ii)四下二冊 第 15 課 《通告》(括號) 

iii)四下二冊第 15 課（說明的方法）" 

3.登入 eclass > 課室地帶 > 選擇班別 >家課冊 > 點選當天「中文」> 檢視老師在停課期間

安排的課業。 

英文 http://ebookweb.ephhk.com  

(登入方法：skw+班別+學號，例如 skw1a01, skw4b22，密碼是 123456) 

(步驟：選擇「英文」\ Headstart \ Flipped Classroom) 

Watch the following videos and do the questions 

1. Living Online 

2. A New Type of Electric Bike 

Textbook and eclass platform 

(註：二月第一、二個星期的網上工作紙，如未能打印待復課後跟進。) 

http://eclass.skwgps.edu.hk  

1. [學習中心\學科天地\英文\P4] Read Term 2 Chapter 4 Powerpoint 2 

2. [課室地帶\練習測驗\英文\補充練習] English exercise 

 

各班老師在實時教學當天將會指定其他功課 

http://storyjumper.com  

Do on-line reading and write book reports in the reading book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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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1) 到 eclass>學習中心>學科天地>數學，閱讀學習簡報及觀看教學影片: 第 1 課 除加混合計

算及第 2 課除減混合計算。 

2)登入 eclass>課室地帶>家課冊>點選當天「數學」>檢視老師在停課期間安排的課業及完成

作業 4 下 B P.12-13(單元五) 、4 下 A P.2-5(第 1-2 課)及單元五鞏工及自工 

3)完成自主學習及診斷系統中相關課題(單元一) 

4)完成書本 4 下 A 冊課後練習 P.7,13" 

5) 補充(練習 1-2)P.2-5 

6)收看教育電視—四則計算(二)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3078174 

*教學影片(單元授課內容)及銜接課業 

教育出版社--網上自主學習平台練習 

https://primarymaths.ephhk.com/pages/s_contain.php  

1. 進入網站後，經右上方連結進入「自主學習及診斷系統」。 

2. 學生按單元選出學習內容。 

3. 觀看「重溫及預習短片」，再完成「預習工作紙」。 

4.  完成「進展性評估」，再觀看溫習筆記短片。 

5. 學生可根據評估後的成績，選擇不同程度(淺、中及深)的跟進練習。 

7. 當完成整個單元的所有評估、溫習筆記及跟進練習，「總結性評估」才會發放題目。 

常識 單元一 探索地球 第一課: 解構地球 

1.到 eClass > 課室地帶 > 家課冊 > 點選【常識】，按指示完成 

4D 冊作業 第 1 課 

 

2.同學先閱讀課本 

   a.登入網站 http://gs3e.ilongman.com  

   b.選擇朗文常識第三版的網上資源 

   c.選擇“多媒體學習資源”內的單元評估，並完成相關內容 

 

3.到 eClass > 學習中心 > 學科天地 > 常識 閱覽以下主題內容 

   a.《學習影片》(30/3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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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同學可於停課期間，到 eClass > 學習中心 > 學科天地 > 電腦， 閱覽以下主題內容： 

1.  計算思維編程教育初探(二) 

閱讀 同學除了利用「小校園」的身份及密碼登入「e 悅讀學校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閱覽圖書外，亦可從下列網站閱覽更多知識。 

同學可於停課期間，到 eClass > 學習中心 > 學科天地 > 圖書， 閱覽以下內容： 

1.《十本好讀》網上投票(1/4 -15/5)以教城帳戶登入香港教育城網站，並填妥網上投票表格 

2.《亞馬遜全球聽書》(免費) 

3.《Scholastic 網上學習資源》(免費) 

音樂 同學可於停課期間，到 eClass>學習中心>學科天地>音樂，閱覽以下主題內容︰  

P.1-6：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視藝 同學可於停課期間，到 eClass > 學習中心 > 學科天地 > 視覺藝術 閱覽以下主題內容： 

藝術家系列：保羅•克利 Paul Klee 

藝術展覽系列：(香港藝術博物館) 「原典變奏 — 香港視點」展覽 (14 位香港藝術家+館藏) 

刊物：筆氏藝術 (第 10 期) 

體育 同學可於停課期間，到 eClass > 學習中心 > 學科天地 > 體育， 收看以下影片，每日最少

選其中一段跟著做練習，保持強健體魄。 

本週推介： 

1.  [活力操 7]    活力操 7 (企住 fit) 大力推薦!!  

2.  [Day5]  分腿蹲、雙人舞、伸展動作  

3.  [ 新興運動介紹 —旋風球 ] 

普通話 步驟:  1) 登入 https://ebookweb.ephhk.com/  

              (ID: skw+班別+學號，例如:skw6a01，密碼是 123456) 

          2) 在右上角選擇「普通話」 

          3) 再按入「翻轉教室」 

          7) 觀看影片，並且回答問題。 

複習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跨課程 登入 eclass>學科天地>跨學科學習>認識香港--慈善機構，到網站認識《東華三院》，並完成

相關課業。 

認識中

國文化 

登入 eclass>學科天地>跨學科學習>中國歷史文化，按你的喜好，每日閱讀一篇文章，並完成

課業： 

A.  兵馬俑奇在哪裏 

B.  兵馬俑坑的佈局 

C.  兵馬俑透視秦代生活 

D.  多久才能製成一個兵馬俑 

E.  兵馬俑有多少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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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城

學生獎

勵計劃 

同學無須報名，以教城學生帳戶登入，即可自由參與計劃，競逐個人獎項。計劃完結後，大

會將透過學校通知得獎者領獎。 

教育城網上學習日程表：https://www.hkedcity.net/home/zh-hant/learning/schedule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chinesemaster  

TVNews 獎勵計劃：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tvnews  

十分科學：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13sci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ontract  

閱讀挑戰計劃：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readingchallenge  

創作獎勵計劃：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eworks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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