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學習內容及功課 -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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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冊 第一課 小敏的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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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成語
2.學習句式：「……不是……嗎？」

課題：三上一冊 第二課 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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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語氣詞：了、吧、呢、嗎
2.認識形容詞的重疊

課題：三上一冊 第三課 爸爸和我
第一節：
1. 朗讀課文
2. 學習應用字詞

第二節：
1.理解課文內容

第三節：
1.學習句式：「……卻……」
2.認識反問

課題：三上一冊 第六課 給嘉怡的信
第一節：
1. 朗讀課文
2. 學習課文字詞

第二節：
1.認識書信格式
2.理解課文內容

第三節：
1.認識「被」字句
2.學習句式：「……一起……一起……一起……」

功課

第一節：
1.詞語(十個)

第二節：
1.三上一冊工作紙P.2-3

第三節：
1.習作工作紙(第一課)

第一節：
1.詞語(十個)

第二節：
1.三上一冊工作紙P.4-5

第三節：
1.習作工作紙(第二課)
2.Google Form聆聽

第一節：
1.詞語(十一個)

第二節：
1.三上一冊工作紙P.18-19

第三節：
1.習作工作紙(第三課)
2.Google Form聆聽

第一節：
1.詞語(九個)

第二節：
1.三上一冊工作紙P.35-36

第三節：
1.習作工作紙(第六課)
2.Google Form聆聽

英文

學習內容

Lesson 1: Reading Skill
1. Identify main ideas of paragraph
2. text types: recipe (purposes/structure/ 
sequencing/ grammar)

Lesson 2: Reading Skill
1. locate sepecific information (parapharsing key 
words)
2. use contextual/pictorial skills to guess 
unfamiliar words 

Lesson 3: Language Focus
1. practise using the connectives "First" and 
"Then" for giving instructions.
2. action verbs of cooking 

Lesson 4: 
1. Revise the action verbs
2. Revise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for writing recipe

Lesson 5: 
1. Introduce object pronouns 'it and them" from senteces 
in text 
2. Guide ss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 and 
'them' 
3. teach the concepts of object pronouns, revise subject 
pronoun

Lesson 6: 
1.Riddles

Lesson 7:
1.Text type: a play

Lesson 8: Reading skills (1) 
1. Recognize the format, visual elements 
and language features of some common 
text types

Lesson 9:  Reading skills (2)
1. Understand intention, attitudes and 
feelings conveyed in a text by identifying 
details like different exclamations/ 
interjctions ?

Lesson 10: Language focus (1)
1.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bout 
countable nouns and  uncountable nouns
2. To practise  Usage of any, some, a lot of 
with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Lesson 11: Language focus (2)
1. To practise in ask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with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2. Link the concepts of countable --are, 
uncountable-- is 
3. Teach 'Is there..' and 'Are there..' 
      
 
 

Lesson 12:
Revise language focus: some , a lot of , any  &   There is / 
are /isnt/ arent      

Lesson 13: GE Ex 2
1. Revise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2. Revise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of 'There is/ there are
3. Revise the use of a lot of/ any/ some

功課

Lesson 1:
1. Read aloud Ch 1 Passage P.2-3 and 
vocabulary P.5
2. Penmanship P.5 (1-6) x3

Lesson 2:
1. Read aloud Ch.1 Passage P.2-3 and 
vocabulary P.5
2. PenP.5(7-12)x3
3. W.B. p.1

Lesson 3: 
1. Read aloud Ch.1 Passage P.2-3 and 
vocabulary P.5
2. W.B. p.2

Lesson 4: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2-3 
2.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5
3. Complete GE Ex 1

Lesson 5: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2-3 
2.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5
3. W.B. p.3

Lesson 6: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2-3 
2.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5
3. Write a riddle on Notebook. 

Lesson 7: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2-3 
2.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5
3. Textbook:p.9
4. Circle keywords for GWB P.1-2

Listening: 
3A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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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n 'Speak Up'

Lesson 8: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10,11 
2.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3.  Pen P.13 Ch.2(1-4) x3 

Lesson 9:
1. Read aloud P.10, 11 
2.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3. Pen P.13 Ch.2(5-8) x3 
4. WB P.5 (1-9)

Lesson 10: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10,11 
 2.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3. W.B.P.6.7

Lesson 11: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10,11 
2.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3. W.B.P.8
        

Lesson 12: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10,11 
 2.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Lesson 13: GE Ex 2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2. Complete GE Ex 2
(   Read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pdf file. No need to print it.
     Write No. 5-6 according to the format and instructions on 
the pdf. 
    ***All GE Mini-writing and writing will be marked and 
returned to students after class resumes.) 

數學

學習內容

課題：1 五位數

第一節：
1. 認識五位數的讀法和寫法

第二節：
1. 認識五位數中各數字所代表的數值

第三節：
1. 比較五位數的大小

課題：2 加法 (一)

第一節：
1. 計算四位數的加法(不進位及一次進位)

第二節：
1. 解答四位數的加法(不進位及一次進位) 的應用題

課題：3 加法(二)

第一節：
1. 計算四位數的加法(兩次進位及三次進位)

第二節：
2. 解答有關的加法應用題

課題：4 減法(一)

第一節：
1. 計算四位數減法(不退位及一次退位)

第二節：
1. 運用「解題五步曲」解答有關的減法應用題。

功課

第一節：
1. 書P.7(2)

第二節：
1. 書P.8堂課練習

第三節：
1. 作P.2-3

第一節：
1. 書P.16、18、19堂課練習(1-4)

第二節：
1. 作P.2-3
2. 工2
3. 書P.21(1-15) 

第一節：
1. 書P.26(1-10)
2. 工1

第二節：
1. 作P.6-7
2. 工3

第一節：
1. 書P.30堂課練習(1-4)、P.32堂課練習(1-4)、P.34堂課練習
(1-4)、�P.35(1-10)

第二節：
1. 作P.8-9
2. 工4

常識
學習內容

第4冊第1課_購物要精明_第1節
第4冊第1課_購物要精明_第2節

第4冊第1課_購物要精明_第3節
第4冊第2課_交通真方便_第1節

第4冊第2課_交通真方便_第2節
第4冊第2課_交通真方便_第3節

第4冊第2課_交通真方便_第4節
第4冊第3課_香港樂悠遊_第1節

功課 作p.2 作p.3 作p.4 作p.5-7

倫理宗教
學習內容

合十、問訊、佛寶歌 第一課: 佛陀是平等主義者
第二課:精進持戒的優波離

第三課:尼提出家

功課 Google form 選擇題 作業p.1-2 作業p.3-4 作業p.5-6

普通話
學習內容

自學手冊使用方式
三年級普文學教材_《遊子吟》

�三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課文朗讀 
三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課本聆聽

三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語音知識
三年級普通話工作紙上冊第1課聆聽

�三年級普上冊書第2課_課文朗讀 
三年級普上冊書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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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聆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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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普上冊書第2課聆聽

音樂
學習內容 校歌、國歌 佛寶歌及佛號 三上 單元一 第1課 齊唱國歌 三上 單元一 第2課 中國民歌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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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365 (一) Office 365 (二） Office 365 (三) 專題習作好幫手(一)

功課 / Google Form - Office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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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三年級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第1課_齊用書籤作記認_第1節 第1課_齊用書籤作記認_第2節

功課 google form google form / 工作紙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