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090-10/02/2020

家長通告
事由：因疫情持續，停課期間學生在家自習安排
敬啟者：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特區政府宣佈全澳中、小、幼學校的開課日將繼續延遲
直至另行通知，正式的復課安排，將於復課前一週作出公佈。
本校根據教青局相關指引，為使學生在停課期間能繼續進行適切的學習活動，本校將
利用電子平台或網上系統指導學生在家自習，敬請密切留意學校發佈有關資訊。
在停課期間，希望學生善用在家時間，如非必要應避免外出活動，應儘量留在家中，
以保障健康安全，合力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同時，懇請家長協助並督促學生居家學習，教
導學生在這段期間建立良好和健康的生活習慣，合理分配每天學習時間和內容，有效規劃
娛樂、學習、休息時間。現附上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4 日學生功課安排，煩請查閱背面的
資料。並請於 202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前填妥電子通告簽章交回為盼。
此致
家長先生

利瑪竇中學
2020 年 2 月 10 日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4 日學生功課
小一級
中文科 1.完成智愛中文平台(閱讀最近發佈的五篇文章) 。
2.做路路通 P.41-42（複習三素句） 。
3.(完成以上 2 項後可自由選擇做)完成網上閱讀練習「快樂閱讀花園」
第 18 週 1-5 篇閱讀練習 。
英文科 1. Do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https://macao.i-learner.com.hk/統一完成智愛英文閱讀平台
(10/2~14/2 的網上閱讀 ) 。
2. Revise CH.4 (I.P&G.P) 複習第四課英文習作及文法習作 。
3 .Drawing & Writing 畫寫，用 A4 尺寸空白紙做，格式將由班主任發放，
復課後提交 。
What toys do you have?
Draw five toys and make one sentence for each toy. Then color them.
Example:
1. I have a robot. It is blue.
2. I have two toy buses. They are green and yellow.
數學科 1.複習第 14、15 課 。
2.用直線和曲線繪畫一幅圖畫並填上顏色。(用 A4 紙或畫紙)
3.完成網上練習(現代小學數學澳門版學生網) 。
http://student.mers.hk 、http://pmaths.mers.mo
常識科 1. 溫第 12 課文 。
2. 延續設計「如何保持健康身體」圖畫 (用 A4 尺寸空白紙做) (與視
覺藝術科合作) 。
宗教

為本澳面對“武漢肺炎”疫情前線的人員打氣為主題，創作[心意卡]。
1. A4 紙，或本校功課簿一頁 。
2.“武漢肺炎”疫期間，你對疫情前線的工作人員有何感恩或鼓勵的説話
嗎?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4 日學生功課
小二級
中文科 1.完成智愛中英文平台(閱讀最近發佈的五篇文章) 。
https://macao.i-learner.com.hk/登入帳號及密碼已發給學生 。
（自由選擇：如完成以上內容，也鼓勵同學們完成網上閱讀練習「快樂
閱讀花園」之近五篇內容）
英文科 1. Do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https://macao.i-learner.com.hk/統一完成智愛英文閱讀平台
(10/2~14/2 的網上閱讀 )
2. Revise English Book Ch.3 複習英文書第三課
3. Writing 寫作. (用 A4 尺寸空白紙做，格式將由班主任發放，復課後提
交）
What do your parents do?
What do you want to do when you grow up and why?
數學科 1.溫背 1-10 乘法口訣。
2.複習第 21、22 課。
3.利用不同立體圖形(環保物料)拼砌立體物件，如建築物、飛機、 汽車
等。
4.完成網上練習(現代小學數學澳門版學生網) 。
http://student.mers.hk 、http://pmaths.mers.mo
常識科 1. 溫習第 13 課文。
2. 延續「保持身體清潔，預防疾病」海報設計 (與視覺藝術科合作)。
3. 設計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口號。(用 A4 尺寸空白紙做，格式將由班主
任發放，復課後提交)。
宗教

為感謝澳門每位市民面對“武漢肺炎”的防疫工作，創作一張感謝卡，
感謝他們的付出。
1. 一張 A4 紙對摺，或本校功課簿一頁對摺。
2. 學生需以不少於 20 字，描述在澳門對抗“武漢肺炎”疫情期間，我
最感謝的人或感恩的一件事。
3. 學生最少寫上一句祝福的話。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4 日學生功課
小三級
中文科 1.完成智愛中英文平台 。 (閱讀最近發佈的五篇文章)
https://macao.i-learner.com.hk/
登入帳號及密碼已發給學生
2.完成學習冊 P.26、28-29 。
英文科 1. Do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https://macao.i-learner.com.hk/統一完成智愛英文閱讀平台
(10/2~14/2 的網上閱讀 )
2. Revise（複習）Numbers (one-one hundred)
3. Copy cursive letters（A-H）,（a-h ) 5 times.
用雙行紙抄大小草(A-H) , (a-h) 5 次（可用回舊簿）統一格式將由班主任
發放，復課後提交。
數學科 1.溫背 1-10 乘法口訣。
2.複習 22、23 課。
3.三角形畫。(利用不同的三形設計美麗的圖畫：可用 A4 紙或畫紙)
4.完成網上練習 。 (現代小學數學澳門版學生網)
http://student.mers.hk 、http://pmaths.mers.mo
常識科 1. 溫習(9、10)課文。
2. 溫習(9、10)問答。
3. 延續「預防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海報設計 (用 A4 尺寸空白紙
做)(與視覺藝術科合作)。
宗教

為澳門面對“武漢肺炎”的人們打氣，創作一張書籤。
1. 不少於 20 字，簡單介紹書籤的意義 。
2. 不少於 30 字描述澳門對抗“武漢肺炎”疫情期間，你最感恩的一件
事。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4 日學生功課
小四級
中文科 1.完成智愛中英文平台(閱讀最近發佈的五篇文章) 。
https://macao.i-learner.com.hk/
登入帳號及密碼已發給學生 。
2.作文：特別的新年(250 字以上&用筆記簿)格式於班群內公佈 。
英文科 1. Do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https://macao.i-learner.com.hk/統一完成智愛英文閱讀平台
(10/2~14/2 的網上閱讀 )
2. Study V.B p23-26 溫習詞彙冊第 23-26 版<numbers (one -one
hundred) ,week days (Monday -Sunday)，months(Jan-Dec)>
數學科 1.溫背 1-10 乘法口訣 。
2.複習第 17、18 課 。
3.用手工紙剪出：正方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梯形、菱形及鷂形。
貼在 A4 紙或畫紙並寫出各圖形的名稱 。
4.完成網上練習(現代小學數學澳門版學生網) 。
http://student.mers.hk、http://pmaths.mers.mo
常識科 1. 溫背問答 14 課。
2. 溫習作業 14 課。
3. 延續「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在澳門目前社會情況的影響繪畫海報(以繪
畫形式呈現出來)」。 (用 A4 尺寸空白紙做) ( 與視覺藝術科合作)。
宗教

為走在“武漢肺炎”疫情前線的工作員打氣為主題，創作一幅海報。
1. 不少於 50 字介紹創作海報的意義 。
2. 不少於 80 字描述在全城抗“武漢肺炎”疫期間，你最深刻一件事，
當中你最感恩的事是甚麼?為甚麼?
3. 用 A4 紙 或 本校功課簿兩頁相連一張紙 。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4 日學生功課
小五級
中文科 1.完成智愛中英文平台。 (閱讀最近發佈的五篇文章)
https://macao.i-learner.com.hk/登入帳號及密碼已發給學生 )
2.重溫學習冊成語（7-12）。
3.作文：不平靜的新年（字數：350 或以上，格式及用紙於班群內公佈）
英文科 1. Do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https://macao.i-learner.com.hk/統一完成智愛英文閱讀平台
(10/2~14/2 的網上閱讀 )
2. Study V.B p25-28 溫習詞彙冊第 25-28 版<numbers (one -one
hundred) ,week days (Monday -Sunday)，months(Jan-Dec)>
數學科 1.複習 16、17 課。
2.拼砌多邊形(利用手工紙剪出三種幾何圖：三角形、平行四邊形、 梯
形，拼成一個多邊形)，貼在 A4 紙或畫紙上 。
3.完成網上練習(現代小學數學澳門版學生網) 。
http://student.mers.hk、http://pmaths.mers.mo
常識科 1. 溫習第(14)課。
2. 觀看閉合電路影片(https.//youtu.be/aWQpd8-bHio) 。
3. 延續「預防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專題報告設計防疫口號及海報設
計」 。 (用 A4 尺寸空白紙做)
( 與視覺藝術科合作)
宗教

以走在“武漢肺炎”疫情前線的人員為題自創一則四格漫畫故事。
1. 不少於 100 字包括故事簡介，你最欣賞這位這前線工作員甚麼?他們
如何影響了你?
2. 不少於 150 字描述在“武漢肺炎”疫情事件中，你心中感覺如何? 你
最感恩的是甚麼?
3. 用 A4 紙 或 本校功課簿兩頁相連一張紙 。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4 日學生功課
小六級
中文科 1.完成智愛中英文平台 。
(閱讀最近發佈的五篇文章)https://macao.i-learner.com.hk/登入帳號及
密碼已發給學生
2.作文：這刻我最想買___（400 字以上&用筆記簿）格式於班群內公佈
英文科 1. Do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https://macao.i-learner.com.hk/
統一完成智愛英文閱讀平台 (10/2~14/2 的網上閱讀 )
2. Revise verb table (EW p.37-38)複習動詞表 (英文書 EW p.37-38)
3. Revise GP. p.9-10 and make sentences. 複習文法習作 p.9-10 及造句
In your notebook, use stop + gerunds to make 5 sentences to talk about
ways of protecting ourselves from the Wuhan coronavirus.
在英文筆記簿內以 stop + gerunds 的句式造 5 句關於如何可以在武
漢肺炎期間保護自己的句字。
Example:
Stop eating wild animals meat.
數學科 1.複習第 13、14 課。
2.抄背圓周、圓面積、圓表面積、圓側面積、圓體積各 10 次。
3.圓形圖設計。(利用大小的圓設計一幅圖畫)
4..完成網上練習(現代小學數學澳門版學生網)
http://student.mers.hk、http://pmaths.mers.mo
常識科 1. 溫習問答(14、15)課。
2. 溫習作業(14、15)課。
3. 延續「預防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專題報告及繪畫圖畫 。
(用 A4 尺寸空白紙做) ( 與視覺藝術科合作)
宗教

以走在“武漢肺炎”疫情前線的人員為題自創一則四格漫畫故事。
1. 不少於 100 字包括故事簡介，你最欣賞這位這 前線工作員甚麼? 他
們如何影響了你?
2. 不少於 150 字描述在“武漢肺炎”疫情事件，你心中感覺如何? 你
最感恩的是甚麼?
3.用 A4 紙或本校功課簿兩頁相連一張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