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T義⼯
3⽉童你放暑假3⽉童你放暑假

本計劃由�港��⼤學學⽣事�����為�港學童於3⾄4⽉放
暑假期間�提供⼀��免費�上學�活動��協助學童��暑期作
�問題��⿎�在家發展興���下為⼀�計劃的��細�:
凡參�本計劃之學校��得由本�提供的活動�間表�當中包括各
�活動⽇期��間��介�Zoom�結�
家⻑�學童經由學校�得活動�間表�並可於家中⾃由參��間表
�的各項活動�不⽤報��
所��上活動�由�⼤學⽣準�����
活動對�為報�學校的學童�家⻑不宜��結�開�享於學校��
的平台�
�確�活動期間已��⾄良�Wi-Fi�絡�
所�活動��臨�更改�留意Zoom�結�之�佈�

��的家⻑:

教大教大

學�⽀援服�
學�⽀援服�



ZOOM�結:
HTTPS://EDUHK.ZOOM.US/J/92176305784?
PWD=YK5PR1ZBZKHVADMWODVRCLHXNHDTQT09
會議ID： 921 7630 5784
會議密碼� 489329

 
      

 

1.線上問功課 
 
 

ZOOM�結:
HTTPS://EDUHK.ZOOM.US/J/92381763324?

PWD=ZK1XETLZADEYL3ZVZ1LYCWFSDXLPQT09
 

會議ID： 923 8176 3324
會議密碼�548251

   

2.�年�興��(⼩⼀⾄⼩三)

活動 開�⽇期 �星期 �間 �介

�動channel ⾄hot 推介
(⼀)

2022/3/18 星期五 10:00-12:00 �興�動��式�測驗

⼩⿂字���禮貌的�法

「普�話」
2022/3/21 星期⼀ 11:00-12:30

跟�⽊⽊�師⼀�看動�

學普�話吧�

⿑來讀繪本�《別學我》 2022/3/21 星期⼀ 16:30-17:30 ⿑⿑��讀繪本

�動channel ⾄hot 推介
(⼆)

2022/3/22 星期⼆ 10:00-12:00
���訓練和介紹⻑跑知

識

�林�秘 �野�記
Reading Stories in the

Jungle

2022/3/22
 

星期⼆ 14:00-15:30
⽤⽣動��的兒童繪本�

發揮�意���

�林�秘 �野�記
Reading Stories in the

Jungle
2022/3/24 星期四 14:00-15:30

⽤⽣動��的兒童繪本�

發揮�意���

由�⼤義⼯哥哥��實���暑期作�問
題�服��間�參�活動�間表�

https://eduhk.zoom.us/j/92176305784?pwd=Yk5PR1ZBZkhVaDMwODVRclhXNHdTQT09
https://eduhk.zoom.us/j/92381763324?pwd=Zk1XeTlzaDEyL3ZVZ1lycWFsdXlPQT09


     

⼩⿂字���⽵�蜓「普

�話」
2022/3/28 星期⼀ 11:00-12:30

跟�⽊⽊�師⼀�看動�

學普�話吧�

⿑來讀繪本�《別⽣��

�話���》
2022/3/28 星期⼀ 16:30-17:30 ⿑⿑��讀繪本

�林�秘 �野�記
Reading Stories in the

Jungle
2022/3/29 星期⼆ 14:00-15:30

⽤⽣動��的兒童繪本�

發揮�意���

捉�物⾖⾖ (⼀) 2022/3/30 星期三 14:00 - 15:00
動動⼿�做�別⼩禮物�

眼明⼿�捉⾖⾖�

同讀童書�《⼩怪獸的⼤

�問》
2022/3/31 星期四 16:00-17:00 讀繪本�知⼩動物的�問

�林�秘 �野�記
Reading Stories in the

Jungle

2022/3/31
 

星期四 14:00-15:30
⽤⽣動��的兒童繪本�

發揮�意���

⼩⿂字���中��「普

�話」
2022/4/4 星期⼀ 11:00-12:30

跟�⽊⽊�師⼀�看動�

學普�話吧�

3.⾼年�興��(⼩四⾄⼩六) 
 

ZOOM�結�
HTTPS://EDUHK.ZOOM.US/J/98312753790?
PWD=CTH2U2EXWXJQBZDRCXVPUEPBAJQ4DZ09
會議ID： 983 1275 3790
會議密碼�393416

�明�何減��動受傷的

�會和介紹�球基本知識
2022/3/25 星期五 10:00-12:00

正確�動知識和介紹�球

基本知識

活動 開�⽇期 �星期 �間 �介

https://eduhk.zoom.us/j/98312753790?pwd=cTh2U2ExWXJqbzdRcXVPUEpBajQ4dz09


活動 開�⽇期 �星期 �間 �介

LEGOs: LEt’s Get On
with Story-building

2022/3/19 星期六 10:00-11:00
學�故事結構和詞彙�⿑來砌

故事

看動畫 悟⽣命 學品德 之
�相�「普�話」

2022/3/22 星期⼆ 10:00-11:00
看�史⼈物故事動畫�學��

史⽂�品德 (普�話）

�紙�紙玩科學��中的

��
2022/3/22 星期⼆ 14:00-15:30

⽤�紙��學���的科學原

理�

�我�意之�⾔故事�變

��變��（⼀）
2022/3/23 星期三 15:00-16:30

讀�⾔故事�學⽂⾔知識��

變�之法

由陶��彩到「港彩」 2022/3/23 星期三 10:00-12:00
那�我在��看⾒的��到�

是代表什��⿑來�作我的

「港彩」�

�紙�紙玩科學���的

��
2022/3/24 星期四 14:00-15:30

⽤�紙��學���的科學原

理�

看動畫 悟⽣命 學品德 之
⼦貢「普�話」

2022/3/25 星期五 10:00-11:00
看�史⼈物故事動畫�學��

史⽂�品德 （普�話）

LEGOs: LEt’s Get On
with Story-building

2022/3/26 星期六 09:30-11:00
學�故事結構和詞彙�⿑來砌

故事

看動畫 悟⽣命 學品德 之
�格拉�「普�話」

2022/3/26 星期六 12:00-13:00
看�史⼈物故事動畫�學��

史⽂�品德 （普�話）

Pokémon x ⼭海經神獸 2022/3/29 星期⼆ 14:00-16:00
當Pokémon�上⼭海經�⿑
來�作獨⼀�⼆的神獸�

�我�意之�⾔故事�變

��變��（⼆）
2022/3/30 星期三 15:00-16:30

讀�⾔故事�學⽂⾔知識��

變�之法

�紙�紙玩科學�⼀張紙

的��
2022/3/31 星期四 14:00-15:30

⽤�紙��學���的科學原

理�

LEGOs: LEt’s Get On
with Story-building

2022/4/2 星期六 09:30-11:00
學�故事結構和詞彙�⿑來砌

故事

�我�意之�⾔故事�變

��變��（三）
2022/4/6 星期三 15:00-16:30

讀�⾔故事�學⽂⾔知識��

變�之法

捉�物⾖⾖ (⼆) 2022/4/13 星期三 14:00 - 15:00
動動⼿�做�別⼩禮物�眼明

⼿�捉⾖⾖�

附件��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bpKYlnXYWvX2knm-oHv2JRZfMYdLjLX/view?usp=sharing

4.線上問功課�間表�興��詳��⾃�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