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學習內容及功課 - 二年級

科目/週次
第一週

(31/8-4/9)
第二週

(7/9-11/9)
第三週

(14/9-18/9)
第四週

(21/9-25/9)

中文

學習內容

課題：二上一冊  第二課 小蜻蜓
第一節：
1. 朗讀課文
2. 學習認讀字詞及應用字詞

第二節：
1.理解課文內容

第三節：
1.辨識「的」和「地」的用法
2.認識擬人

課題：二上一冊  第三課 樹真好
第一節：
1. 朗讀課文
2. 學習認讀字詞及應用字詞

第二節：
1.理解課文內容

第三節：
1.認識語氣詞：呀、吧
2.學習句式：「……在……上/下……」

課題：二上一冊  第四課　一人一花
第一節：
1. 朗讀課文
2. 學習認讀字詞及應用字詞

第二節：
1.理解課文內容

第三節：
1.掌握顏色詞
2.學習句式：「……越……越……」

課題：二上一冊 第五課 講故事
第一節：
1. 朗讀課文
2. 學習認讀字詞及應用字詞

第二節：
1.理解課文內容

第三節：
1.學習句式：「……既……又……」
2.認識書名號

功課

第一節：
1.詞語(九個)

第二節：
1.二上一冊工作紙P.4-6

第三節：
1.二上一冊習作簿P.4-6
2.Google Form聆聽

第一節：
1.詞語(九個)

第二節：
1.二上一冊工作紙P.14-16

第三節：
1.二上一冊習作簿P.7-8

第一節：
1.詞語(九個)

第二節：
1.二上一冊工作紙P.17-18

第三節：
1.二上一冊習作簿P.9-11

第一節：
1.詞語(九個)

第二節：
1.二上一冊工作紙P.28-29

第三節：
1.二上一冊習作簿P.12-13
2.Google Form聆聽

英文

學習內容

Lesson 1: Reading Skill
1. locate specific information
2. pronoun referencing 
 
Lesson 2:  Language Focus
1. prepositions 
2. ordinal numbers

Lesson 3:  Language Focus
1. There is/ is there 

Lesson 4: Text type: 
1. Leaflets

Lesson 5 : 
1. Unit 7 The Magic Science Museum SR1
2. Writing booklet  p.14

Lesson 6 : 
1. Space Town GE booklet p.14
2. How to write in paragraphs

Lesson 7:
1. Space Town GE Booklet p.9 

Lesson 8: Reading Skill: 
1. Recognize the format and language features of the 
text type
2. Locate specific information 

Lesson 9 :Language Focus
1.signs + rules 
2."No ~ing action word 

Lesson 10:Language Focus
1.must / mustn't /Don't  + Verb (base form)

Lesson 11:
Unit 7 The Magic Science Museum SR3
Writing booklet  p.15-16

Lesson 12:
Text type: poster + making a poster (refer to book p.17) library 

Speaking Lesson: 
1. Open the "Week 4_Reading Aloud Passage 01.mp4" and listen to the audio. 
2. Take out your ‘Speak Up’ and turn to p.5 Reading Aloud Passage 1 and read 
aloud along with the video file.
3. Read aloud the Spontaneous Language Questions on P.3 and answer them.

Listening:
Chapter 2 
1.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write your answers on the listening exercise book.
2. When you listen the second time, select your answers on the Google Form. 
3. Click submit on Google Form to check the answers. 
4. Parents should put ticks or crosses according to the answers shown after 
submission.

功課

Lesson 1: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
2-3 and vocabulary 
2.Penmanship p.5 (rooms x3)
3.WB p.1

Lesson 2: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
2-3 and vocabulary
2. GE p.7.8
3. WB p.2

Lesson 3: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
2-3 and vocabulary
2.WB P.3,4

Lesson 4: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on P.2-3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5 
2. GWB p.1,2

Lesson 5:
1. Read the small books and phonics books with videos
2. SDL booklet (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student's pace)
3. Writing booklet p.14

Lesson 6 : Space Town SR1
1. Read the small books and phonics books with videos
2. SDL booklet (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student's pace)
3. Penmanship Ch.1 (4 words x3)

Lesson 7 :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on P.2-3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5 
2. GE booklet p.9
3. GWB p.3 

Listening: 
Book 2A Ch.1 Listening exercise
1. Open the google form page and listen to the audio
2. Write your answers on the listening exercise book
3. Fill in the Google form and click 'submit' to check the 
answers. 
4. Parents should put ticks or crosses according to the 
answers shown after submission.  
 
Speaking:
1. Upload a recording of you reading aloud Passage 2 of 
'Speak Up' on Google Classroom

Lesson 8: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on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2.Penmanship p.13 (Dos x3)
3. WB p.5

Lesson 9 :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on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2.WB P.6
3.GE P.10

Lesson 10: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on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3
2. GE p.12
3. WB p.7-8

Lesson 11:Space Town SR3
1.Read the small books and phonics books with 
videos
2.SDL booklet (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student's 
pace)
3.Writing booklet p.15-16

Lesson 12: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on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GWB p.5

Speaking Lesson: 
1.        Upload a recording of you reading aloud Passage 1.

Listening:
Chapter 2 
1.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write your answers on the listening exercise book.
2. When you listen the second time, select your answers on the Google Form. 
3. Click submit on Google Form to check the answers. 
4. Parents should put ticks or crosses according to the answers shown after 
submission.  

數學

學習內容

課題：1 三位數

第一節：
1. 認識三位數的讀法及位值

第二節：
1. 學習三位數的順數和倒數、單數和
雙數

課題：1 三位數

第三節：
1. 比較三位數的大小

課題：2 數數活動

第一節：
1. 學習每20個、25個、50個及100個一組進行數數
2. 估計物件的數量

課題：3 兩個數的加法

第一節：
1. 學習三位數以內的不進位加法
2. 估計加法計算結果

第二節：
1. 學習三位數以內的進位加法(一次進位及兩次進位)

課題：4 三個數以內的加法

第一節：
1. 三個數的加法�2. 有趣的加法
3. 加法快捷的計算方法

第二節：
1. 學習解答三位數的加法應用題

功課

第一節：
1. 書P.9-10 鞏固(1-4)

第二節：
1. 書P.12 鞏固

課題：1 三位數

第三節：
1. 書P.17
2. 作P.2-3
3. 工1 

課題：2 數數活動

第一節：
1. 書P.21(1-4)、P.22、P.23
2. 作P.4-5
3. 工2

第一節：
1. 書P.31鞏固(1-4) 

第二節：
1. 書P.42
2. 作P.6-7
3. 工3

第一節：
1. 書P.45鞏固(1-4)、數學推理
2. 書P.47鞏固(1-2)

第二節：
1. 書P.53
2. 作P.8-9
3. 工4

常識
學習內容

第3冊第1課_認識社區環境_第1節 
第3冊第1課_認識社區環境_第2節

第3冊第2課_社區遊蹤_第1節
第3冊第2課_社區遊蹤_第2節

第3冊第3課_社區有心人_第1節
第3冊第3課_社區有心人_第2節

第3冊第3課_社區有心人_第3節
第3冊第4課_到郊野公園去_第1節

功課 作p.2-3 作p.4-5 ／ 作p.6-7

倫理宗教
學習內容

1. 合十、問訊、佛寶歌
2. 第一課: 信仰佛教

第二課: 尊敬三寶 第三課: 誠實 第四課: 節儉

功課
作業p.1-2 作業p.3-4 1. 小菩蕯成長記 (一) (p.1-2)

2. 簽讀靜思語(一) (手冊p.3)
1. 小菩蕯成長記 (一) (p.3-4)
2. 簽讀靜思語(一) (手冊p.3)

普通話

學習內容
自學手冊使用方式 二年級普文學教材
_《登鸛雀樓》

�二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課文朗讀 
二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課本聆聽

二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語音知識
二年級普通話工作紙上冊第1課聆聽

�二年級普上冊書第2課_課文朗讀 
二年級普上冊書第2課_課本聆聽

功課
朗讀文學內容
跟隨影片內容，在自學手冊寫上簽署
欄格式。

自學手冊第1課及家長簽署 
二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聆聽

二年級普通話工作紙上冊第1課及朗讀簽名 自學手冊第2課及家長簽署 
二年級普上冊書第2課聆聽

音樂
學習內容 校歌、國歌 佛寶歌及佛號 二上 單元一 第1課 敲擊樂器的聲音 二上 單元一 第1課 敲擊樂器的聲音

功課 / 練習國歌、校歌、佛寶歌及佛號 / /

視藝
學習內容

75周年鑽禧校慶徽號設計比賽-「75」數
字設計

75周年鑽禧校慶徽號設計比賽-徽號設計 第31屆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人物草圖 第31屆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繪畫及上色

功課 /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75周年鑽禧徽號設計比賽工作紙 / /

體育
學習內容

 - 常規、安全（空間、潛在風險）
 - 動態熱身
 - 靜態伸展

 - 肥胖與健康
 - 幼兒喜動操

 - Sports Day Dance動作拆解（前半部）  - Sports Day Dance動作拆解（後半部）

功課 / Google Form - 度高磅重 / 練習短片 - Sports Day Dance

電腦
學習內容 網絡搜尋大法（一） 網絡搜尋大法（二） 使用互聯網的正確態度(一) 使用互聯網的正確態度(二)

功課 / Google Form - 網絡搜尋大法（二） / /

圖書
學習內容 觀看教學影片_暢遊康山圖書設施 觀看教學影片_二年級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第1課_圖書館裏來尋寶_第1節 第1課_圖書館裏來尋寶_第2節

功課 google form google form / 工作紙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