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學習內容及功課 - 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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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一冊 第二課 小蝌蚪找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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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別形近字

課題：四上一冊 第三課 赤道上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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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所以……」
2.認識分號

課題：四上一冊 第五課 烏鴉又被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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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以後……就……」
2.掌握冒號的用法

課題：四上一冊 第六課 黑驢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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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褒義詞、貶義詞

功課

第一節：
1.詞語(八個)

第二節：
1.四上一冊工作紙P.4-5

第三節：
1.習作簿工作紙(第二課)
2.Google Form聆聽

第一節：
1.詞語(九個)

第二節：
1.四上一冊工作紙P.16-17

第三節：
1.習作簿工作紙(第三課)
2.Google Form聆聽

第一節：
1.詞語(八個)

第二節：
1.四上一冊工作紙P.30-31

第三節：
1.習作簿工作紙(第五課)

第一節：
1.詞語(九個)

第二節：
1.四上一冊工作紙P.32-33

第三節：
1.習作簿工作紙(第六課)

英文

學習內容

Lesson 1: Reading Skill
1. Locate specific infomation

Lesson 2:  Reading Skill - Language 
features
1. text type: website
2. with
3. when
4. perfer to .... when

Lesson 3:  Language Focus
1. I like ..., .... and .....
2. I don't like.......
3. He / She likes .......

Lesson 4: 
Adverbs of frequency 

Lesson 5: 
Text type :Notices  

Lesson 6: 
GE Mini-writing 

Lesson 7: 
Writing: Bad Week 

Lesson 8: Reading Skill
1. locate specific information 
2. unfamiliar words (humor ,jokes) 

Lesson 9: Reading Skill
1.Recognize the format and language features of 
letter (greeting, body, closing, signature) and e-
mail (To, From, Subject, Re)

Lesson 10: Language Focus
Comparative

Lesson 11: Language Focus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Lessn 12: GE mini- writing 
Title: A picture/ drawing of my friends and me 

Speaking Lesson: 
1. Open the "Week 4_Reading Aloud Passage 01.mp4" and 
"Week 4_Reading Aloud Passage 04.mp4"  and listen to the 
audios. 
2. Take out your ‘Speak Up’ and turn to p.5 Reading Aloud 
Passage 01 and p.6 Reading Aloud Passage 04 and read 
aloud along with the video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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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vocabulary 
2. Pen P.5 (1-9)x2

Lesson 2: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and vocabulary
2. WB P.1
3. Pen P.5 (10-15)x2

Lesson 3: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2.WB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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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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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 6: 
1.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on p.2-3 and p.5 
2.Jot down notes for Bad Week 1.1  

Listening: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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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load a recording of you reading aloud 
Passage 1 and 4 of 'Speak up' on Google 
Classroom 

Lesson 8: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2. Pen P.13 (1-6)x3 

Lesson 9: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2. W.B.P.5

Lesson 10: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2.WBP.6

Lesson 11: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2.WBP.7-8

Lessn 12: GE mini- writing 
1. Read aloud the passage n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 on 
p.13 of your English book. 

Speaking Lesson: 
1.        Upload a recording of you reading aloud Passage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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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法的性質

第一節：
1. 運用乘法分配性質進行乘法運算

課題：2 乘法的運算

第一節：
1. 學習乘以整十數

課題：2 乘法的運算 

第二節：
1. 學習兩位數的乘法

第三節：
1. 學習三位數與兩位數的乘法

第四節：
1. 以乘法交換性質及結合性質進行乘法速算

課題：3 乘法應用題 

第一節：
1. 解答乘法應用題

第二節：
1. 解答乘加和乘減混合計算的應用題

課題：4 除法的運算 

第一節：
1. 學習兩位數除以整十數的除法

第二節：
1. 學習兩位數除以兩位數的除法

第三節：
3. 學習三位數除以兩位數的除法

功課

課題：1 乘法的性質

第一節：
1. 書P.9鞏固(1-4)、P.10鞏固(1-2)、P.
11(1-8)
2. 作P.2-3
3. 工1

課題：2 乘法的運算

第一節：
1. 書P.14鞏固(1-4) 

第二節：
1. 書P.17(1-4)

第三節：
1. 書P.18 鞏固 (1-4)、書P.20 鞏固 (1-4)

第四節：
1. 書 P.23(1-3)、P.24 (1-12)
2. 作 P.4-5
3. 工2

第一節：
1. 書P.27鞏固(1-4) 

第二節：
1. 書P.30鞏固(1-3) 、P.31(1-10)、 P.33-34(1-8)
2. 作P.6-7
3. 工3

第一節：
1. 書P.39(1-6)

第二節：
1. 書P.43鞏固(1-5)

第三節：
1. 書 P.48(1-5)
2. 作 P.8-9
3. 工4

常識
學習內容

第1冊第1課_發現地球_第1節
第1冊第1課_發現地球_第2節

第1冊第2課_多變的地球_第1節
第1冊第2課_多變的地球_第2節

第1冊第2課_多變的地球_第3節
第1冊第3課_中國傳統文化_第1節

第1冊第3課_中國傳統文化_第2節
第1冊第4課_世界各地文化_第1節

功課 作p.2-3 作p.4-5 作p.6-7 作p.8-9

倫理宗教
學習內容

合十、問訊、佛寶歌 第一課: 佛光耀中華 第二課:西方極樂世界 第二課:西方極樂世界

功課 頒唱佛寶歌一次 作業p.1-2 作業p.4 作業.3

普通話

學習內容
自學手冊使用方式
四年級普文學_《恭喜恭喜》

�四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課文朗讀 
四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課本聆聽

四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語音知識
四年級普通話工作紙上冊第1課聆聽

�四年級普上冊書第2課_課文朗讀 
四年級普上冊書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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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聆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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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普上冊書第2課聆聽

音樂
學習內容 校歌、國歌 佛寶歌及佛號 四上 單元一 第1課 單拍子的節奏 四上 單元一 第2課 複拍子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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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分鐘活力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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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在日常生活的應用 互聯網大世界 網上溝通有辦法(一) 網上溝通有辦法(二)

功課 / Google Form - 互聯網大世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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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四年級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第1課_愛護圖書好建議_第1節 第1課_愛護圖書好建議_第2節

功課 google form google form / 工作紙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