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學習內容及功課 -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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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學習內容

課題：五上一冊 第一課 紫煙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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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連動句
2.掌握破折號的用法

課題：五上一冊 第三課 我們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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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識象形、指事、形聲、會意
2 認識連詞

課題：校本單元一
第一節：
1. 朗讀課文
2. 學習認讀字詞及應用字詞

第二節：
1.了解文章內容
2.認識舉例說明

第三節：
1.認識口頭報告

功課

第一節：
1.詞語(十個)

第二節：
1.五上一冊工作紙P.2-3

第三節：
1.習作簿工作紙(第一課)
2.Google Form聆聽

第一節：
1.詞語(十個)

第二節：
1.五上一冊工作紙P.15-16

第三節：
1.習作簿工作紙(第三課)
2.Google Form聆聽

第一節：
1.詞語(十個)

第二節：
1.校本單元一第一課第三頁

第三節：
1.錄製一分鐘口頭報告

英文

學習內容

Lesson 1: Reading skills
1. Guess the meaning of unfamiliar words by using 
contextual clues. 

Lesson 2: Reading skills
1. Identify details that support the gist or main ideas. 

Lesson 3: Language focus
1. Use adverbs to describe manners of actions. 

Lesson 4: 
Using the modal ‘should’ to express obligations and prohibitions

Lesson 5: 
Text type: Notice 

Lesson 6: 
GE exercise: Mini-writing 

Lesson 7: 
Reading Skill: Prediction skills 

Lesson 4: 
Using the modal ‘should’ to express obligations and prohibitions

Lesson 5: 
Text type: Notice 

Lesson 6: 
GE exercise: Mini-writing 

Lesson 7: 
Reading Skill: Prediction skills 

功課

Lesson 1: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2-3 and vocabulary
2. Penmanship P.5 (verb + adverb)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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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 3: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P.2-3 and vocabulary
2. GWB E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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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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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 6: 
1. Read aloud the whole passage on p.2-3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5
2. GE Mini-writing (refer to Zoom instruction) 

Lesson 7: 
1. Penmanship P.13 (12 vocab x 3 times)

Listening: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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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no need to upload W3 homework to google classroom. Please hand in the homework to 
your teachers when class resumes.
Speaking:
1. Upload a recording of you reading aloud Passage 4 of 'Speak Up' on Google Classroom

Lesson 8:
 Read aloud passage on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Lesson 9:
1. read aloud the passage on p.10 and 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2. WB p.5-6. 

Lesson 10: 
1.Read aloud passage on p.10,11 and spell the vocabulary on p.13  
2. WB p.7-8

Lesson 11: 
1. GE ( textbook p.15) ( Class A,B,E,S : picture 5) (Class C & D: pic 3,5)
There is no need to upload W3 homework to google classroom. Please hand 
in the homework to your teachers when class resumes.

數學

學習內容

課題：1 方向(一)

第一節：
1. 認八個主要方向
2. 利用自製方向板測方向

第二節：
1. 利用方位坐標找出方向

課題：2 方向(二)
第一節：
1. 用指南針判辨方向
2. 用八個方向指出路線

課題：7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第一節：
1. 懂得計算平行四邊形面積的方法
2. 解答有關平行四邊形面積的應用題

課題：8 三角形的面積

第一節：
1. 認識三角形的底和高
2. 認識平行四邊形面積和三角形面積的關係

課題：8 三角形的面積

第二節：
1. 認識計算三角形面積的方法

課題：9 梯形的面積
1. 學習計算梯形面積的方法
2. 解答有關梯形面積的應用題

功課

課題：1方向(一)

第一節：
1. 書P.11(2) 

第二節：
1. 作P.2-3 
2. 工1 
3. 書P.11(1) 

課題：2方向(二)

第一節：
1. 作P.4-5
2. 工2
3. 書P.17-18

課題：7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第一節：
1. 書P.65 (1a-d)
2. 作P.14-15
3. 工7 

課題：8 三角形的面積

第一節：
1. 書P.66 堂課練習(1-2)、P.67 堂課練習(1-3)

課題：8 三角形的面積
1. 書P.71(3-4) 
2. 作P.16-17
3. 工8 

課題：9 梯形的面積
1. 書 P.75 
2. 作 P.18-19
3. 工9

常識
學習內容

第2冊第1課_光的特性_第1節
第2冊第1課_光的特性_第2節

第2冊第2課_聲音的傳播_第1節
第2冊第2課_聲音的傳播_第2節

第2冊第2課_聲音的傳播_第3節
第2冊第3課_閉合電路_第1節

功課 作p.2-3 ／ 作p.4-5

倫理宗教
學習內容

合十、問訊、佛寶歌 第一課:教主誕生至出家 第二課:教主修行至成道

功課
頒唱佛寶歌一次 小菩薩成長記(一) 簽讀靜思語(一) (手冊p.3)

*本周功課不用上載到Google Classroom，請於復課後交回老師批改。

普通話
學習內容

自學手冊使用方式
五年級普文學教材_《江雪》

�五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課文朗讀 
五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課本聆聽

五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_語音知識
五年級普通話工作紙上冊第1課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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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普上冊書第1課聆聽

五年級普通話工作紙上冊第1課及朗讀簽名

音樂
學習內容 校歌、國歌 佛寶歌及佛號 五上 單元一 第1節 前奏、間奏和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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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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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課 / Google Form - 度高磅重 /

電腦
學習內容 電腦及資訊科技的發展 (一) 電腦及資訊科技的發展 - 5G 操作系統(一)
功課 / Google Form - 電腦及資訊科技的發展 - 5G /

圖書
學習內容 觀看教學影片_暢遊康山閱讀天地 觀看教學影片_五年級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第1課_均衡閱讀最健康_第1節
功課 google form google for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