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筲箕灣官立小學 

17-2-2020 至 23-2-2020 停課期間各科課材 

三年級 

中文 1. 作業及寫字工（第 1及 2課） 

課 3 乘風破浪的李麗珊 

登入：《我愛學語文》網站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1.  聆聽第 3 課《乘風破浪的李麗珊》並完成書 P.17 思考與討論題(2,3)。  

2.  在課文中圈出字詞，特別是白色背景的應用字詞，在電子書上按課文詞語，認識詞語的

讀音、詞    義及例句， 跟隨每個詞語朗讀 3 遍。" 

3.  為課文各段標示段落號碼(共 5 段)，朗讀課文 3 遍。 

4.  從課文段 2,3,5 圈出用了頓號的句子，猜猜各句並列詞語所屬的類別。 

 (「看浪、思考」是李麗珊愛做的事; 「一次、兩次、三次」是次數;「沉着、堅毅、判斷力」

是李麗珊的特質) 

5.  登入《我愛學語文》網站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在左邊選項鍵選「esmart 學習

管理系統」    →13-2-2020 老師分享的補充資源→觀看課 3 李麗珊分析人物簡報，分析李麗

珊性格，完成書 P.18。 

 

課後延伸： 

1. 看漢中文網(閱讀寶庫)兩篇   

2. 快樂閱讀花園兩篇 

3. 成語 P.49,50 

4. 收看教育電視>科目>中國語文教育>小三>《標點符號》" 

課 4 華盛頓巧計捉小偷 

登入：《我愛學語文》網站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聆聽電子書 P.19 錄音，完成 P.19-21 練習。 

 

課後延伸： 

1.登入《我愛學語文》網站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在左邊選項鍵選「esmart 學習管理系統」→13-2-2020 老師分享的補充資源→觀看課 4 華盛

頓單總名人故事影片，閱讀一本名人故事集，分析故事的寫作手法。 

2.作業及寫字工（第 1 及 2 課） 

普教中班(3C)學習材料(i 行韻母) 

登入《我愛學語文》網站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1.在左邊選項鍵選「esmart 學習管理系統」→9-2-2020 老師分享的補充資源→觀看 3 下

01/02/03 語音簡報(i 行的韻母)。 

2.跟隨簡報朗讀和學習，注意讀準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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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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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Events 

2. Where do you live? 

Textbook and eclass platform (註：首兩週功課，如未能打印，待復課後跟進。) 

Read Textbook Unit 2 (P.16-19) and do the exercises on P.20. 

Do Workbook Unit 2 (P.6-7) 

http://eclass.skwgps.edu.hk/  [學習中心\學科天地\英文\P3] 

Read Term 2 Chapter 2 PowerPoint 1 

http://storyjumper.com 

Do on-line reading and write book reports in the reading booklet. 

數學 1)3下 A 作業 P.2-P.7（第 1-2課 ） 

同學可於停課期間登入 eClass網站(http://eclass.skwgps.edu.hk)，並按以下進度完成有關課業

內容，包括簡報、影片及網上練習。    

1)Eclass學習簡報: 

第 3課 乘減混合計算" 

2)*完成自主學習及診斷系統中相關課題 

3)完成書本課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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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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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完成作業第 1課及第 2課 

同學先閱讀課本 

1.登入網站 http://gs3e.ilongman.com  

2.選擇朗文常識第三版的網上資源 

3.選擇“多媒體學習資源”內的單元評估，並完成 C冊內容 

4.利用下面提供的連結收看有關的影片及網頁 

單元一 聚焦中華  第三課：琴棋書畫 

1.識多一點點--網上延伸學習 

香江琴緣—古琴的傳承：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Im3WMWC2g  

齊白石畫作欣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JkvNTqQ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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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STEM 小教室 第 5 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DUXooqRLoc  

STEM 小教室 第 6 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c0ERUlcW8  

閱讀 港台節目《有聲好書》：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audio_book  

音樂 音樂神童 莫札特(上)https://youtu.be/LZX8yxXwvOA  

音樂神童 莫札特(下) https://youtu.be/x9NpWbbrXMM  

視藝 藝術家系列：文森﹒梵高  Vincent Van Gogh (印象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lGEvm1Lve0  

藝術示範系列：水彩畫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JeGOQ2Svyo&t=212s  

藝術創作系列：動物篇 (蝴蝶/狗/貓等…) 

https://www.artyfactory.com/drawing_animals/how_to_draw_a_butterfly.html  

刊物：筆氏藝術 (第 4期)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72VJNBEJvdm220suMHDESmvhpZmyz4/view  

體育 花式跳繩學習 (P1-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GRMjFlst4  

普通話 教育電視 ETV：粵普比較（二）https://youtu.be/EWUrOe62vow  

跨課程 登入 eclass>學科天地>跨學科學習，按你的喜好，選擇： 

A. 東京奧運--數學家 

       1. 閱讀兩則相關報導 

       2. 完成相關課業 

       3. 利用堂課簿或白紙，自擬一道與運動相關的應用題，復課後回校分享 

B.  東京奧運--藝術家 

       1. 閱讀三則相關報導 

       2. 完成相關課業 

       3. 利用白紙，為校內頒獎禮的獎盃或賀禮進行設計/意念創作，復課後回校分享 

課後延

伸活動

及遊戲 

登入 eClass, 在學習中心 > 學科天地 > 課後延伸活動及小遊戲 內，進入下列主題，並按個

人學習進程，進行延伸學習活動： 

英文串字、拼音練習、數學工作紙 

curious George故事和遊戲 

卡通人物小手工、動畫、填色紙 

知文識趣—語文樂園 

知文識趣—閱讀理解 

教育城

學生獎

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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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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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