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四至六年級
家長晚會

2020年9月18日



2018-2021年度
關注事項:

1. 提升學與教成效

2. 建立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3. 營造正面校園文化



★學校環境★

★



優化校園環境及設施，促進課程的發展

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加設STEAM創
客教室，發展校本STEAM課程。

STEAM創客教室

於校長室外設立I.T.ZONE，
讓孩子在小息時善用益智玩
具發揮創意。

I.T. ZONE

優化禮堂及體藝設施，發展多元小息活動
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加設建身室及禮堂設施(體藝、表演設備)，包括LED大屏幕、舞
台燈光及音響設備、健身設備、表演小舞台、足球機、兒童籃球架、電子跳繩機、桌
球機、乒乓球檯、足毽及健體設施等，以便發展多元化的體藝課程及小息活動。



有蓋操場加裝幕門，改善日常早
會及體藝活動的發展場地。

加裝幕門

家長與學生一同製作馬賽克壁
畫，加強家校合作，培育學生
良好品德標記。

馬賽克壁畫

於走廊增設色彩繽紛的簿架及閱讀閣。
學校本年度將持續優化各項設施，例如
音樂室。

簿架、閱讀閣



課室翻新及改善設備，於初小班房加
設可調較高度桌椅，二至六年級更換
全新桌椅，藉此照顧學生個別需要。

課室設施

於走廊增設特色壁報板，展示學
生的作品，提升他們的成就感。

走廊設施



恢復面授課堂安排

張副校長



第一階段恢復面授課堂

•日期：9月23日(星期三)

•一年級、五年級及六年級

第二階段恢復面授課堂

•日期：9月29日(星期二)

•二年級、三年級及四年級



2020年9月23日(三)至28日(一)

上課安排

上課安排 上課時間 放學時間

一、五及六
年級

面授課堂
(學生返校)

08:10 13:00

二至四年級 視像課堂 08:30 12:45

➢一、五及六年級
08:10至09:00班主任課
09:00-12:00依視像時間表上課
12:00-13:00導修課



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開始

上課安排 上課時間 放學時間

一至六
年級

面授課堂
(學生返校)

08:10 13:00

➢9月29日進行全校訓輔活動
➢9月30日開始按面授課堂時間表上課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2020至2021年度 上課時間表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上課
時間

08:10-08:15 早會

08:15-08:45

08:45-09:15

09:15-09:45

09:45-10:00 小 息 (15分鐘)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1:45 小 息 (15分鐘)

11:45-12:15

12:15-12:45 成長課

12:45-13:00 班主任課

半日面授課堂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2020至2021   上課時間表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上課
時間

08:10-08:25 早會

08:25-08:45 班主任課/ 德育及公民教育(20分鐘)

08:45-09:20

09:20-09:55

09:55-10:30

10:30-10:50 小 息 (20分鐘)

10:50-11:25

11:25-12:00

12:00-12:35

12:35-13:05 午 膳 (30分鐘)

13:05-13:25 午 息 (20分鐘)

13:25-13:35 午 讀 (10分鐘)

13:35-14:10

14:10-14:45
14:10-14:25
班主任課

14:45-15:20
導修/

支援小組
周會/
成長課

導修/
支援小組

導修/
支援小組 14:25-15:35

多元智能課
15:20-15:35 班主任課 (15分鐘)

全日面授課堂



課堂內實施特別措施

1.課室、特別室及其他共用物
品已按衛生防護中心的建議
定時進行多次清潔和消毒。

2.全校冷氣及隔塵網已完成全
面清潔。

3.課室會提供洗手液、酒精搓
手液和消毒濕紙巾，也設置
有蓋垃圾桶。



課堂內實施特別措施
4.圖書館、電腦室及視藝室會暫停
開放。

5.學生在課室上課時，桌子會盡量
分開，學生會以「面對背」方式
排坐，以保持學生之間的距離。

6.上課時，教師會適當地調整學習
活動，盡量減少安排學生近距離
進行小組討論。



為學生提供支援

1.二至五年級的測驗及六年級
考試將延期進行。

2.一至六年級加強各項拔尖補底
課程
輔導課、加強班、資優班、
支援小組等課前課後課程將
於10月下旬開始進行，部分
課程改以Zoom視像進行。



為學生提供支援

3.五年級推行分流教學

4.三至六年級學生新設的增潤
課程，將於恢復全日面授課
堂開始進行。

5.調適校本課程

6.部分課後延伸活動將於10月
下旬開始以Zoom視像會議進行。



新的開始
訓輔組



許玉茹老師

我們的團隊



班主任、班關顧老師及級訓輔

班 別 班主任 班關顧 級訓輔

4A 鍾翠兒老師 戴惠珠老師

施偉森老師

4B 葉若青老師 古卓倫主任

4C 吳麗萍老師 陳雅蕾老師

4D 謝峰老師 莊雅棋主任

4E 張凱恩老師 陳老瑜老師



班主任、班關顧老師及級訓輔
班 別 班主任 班關顧 級訓輔

5A 李敏儀老師 羅子朗老師

李桂珊主任5B 李寶欣老師 許嘉儀主任

5C 包慧靈老師 盧佩儀老師



班主任、班關顧老師及級訓輔
班 別 班主任 班關顧 級訓輔

6A 徐惠琪老師 袁啟智主任

李桂珊主任

6B 邵振曦老師 施偉森老師

6C 高志慧老師 嚴士杰主任

6D 馮慧珊老師 冼淑嫻老師



校園開放時間(上課日)

星期一至五 – 7:30a.m.至6:00p.m.

星期六 – 8:00a.m.至1:30p.m.

理想回校時間：8:00a.m.

理想接送時間
(半天課堂適用)：

1:00p.m.-1:15p.m.

理想接送時間
(恢復全日面授課堂適
用)：

時段一 3:35p.m.-
3:50p.m.

時段二 5:00p.m.-
5:15p.m.

學生如沒有老師或家長陪同，不能獨自留在校
園內，以免發生危險



返校首天安排
•特設訓輔活動

•班主任了解學生在家實時網上學習的狀況

•播放復課簡報(簡介2019冠狀病毒病、手部衞
生、正確使用口罩、飲食禮儀、咳嗽禮儀、適
當社交距離及情緒支援)

•播放【老師的期望……】短片



帶回學校的物品

1. 不宜貴重
2. 必須是校用物品
3. 要寫上姓名及班別
4. 使用鉛筆，不用鉛芯筆
5. 預備一個雙層功課袋
6. 不鼓勵帶手提電話(填寫申請表)
7. 疫情期間，請學生在家吃早餐，避免帶

小食回校
※避免學生帶過量金錢(收費一般只使用八達通*)

取消飲品售賣機及食物售賣機



學生防疫措施

• 學生每天必須帶備三個合適尺碼的口罩(獨立包裝/存放於密實袋內)、密實
袋或紙袋(存放口罩用)、紙巾、消毒搓手液及自備飲用水。

• 學生不可自行使用飲水機，需自備足夠半天的飲用水。如有需要，樓層的
教學助理會協助學生「斟水」。

• 家長需於家中協助學生量度體溫及填寫「量度體溫記錄表」。

• 學生如有發燒或身體不適，請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回校，並儘快求醫。

• 如有需要可自備消毒濕紙巾或即棄手套。

• 禁止學生於校內分享食物及共用文具。

• 學生如攜帶手提電話，請先將手提電話放進密實袋內，然後交到校務處

存放。

• 如果學生對搓手液及酒精有過敏的情況，請家長為子女提供合適消毒之

用品回校。



請假、遲到及早退
病假：

1.上課前(7:30a.m.後)家長致電校方-2755 9195
2.填寫請假申請表(手冊P.10)及交醫生紙予班主任
3.病假超過三天，需具醫生紙

事假 :

1.要連同請假信事先通知班主任，並須得校方批准
2.最少兩個上課天前

遲到：

1.填寫校內「遲到紀錄冊」
2.填寫遲到紀錄表(手冊P.12)

早退：

1.家長需要預先填妥手冊申請
2.到校填寫早退表格，方可接學生回家



學生手冊P.10



暴雨警告信號 應採取的行動

黃色暴雨警告信號 除教育局特別宣布停課外，本校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暴雨警告信號

(i) 在上午5時30分至6時發出 1.所有學校停課。
2.學校實施應急措施，回校當值的教職員負責處理校務

及回答家長在緊急情況下的查詢。並安排人手照顧
可

能返抵學校的學生；同時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
學

生回家。(紅雨適用) 
(ii) 在上午6時至8時發出 1.所有學校停課。

2.學校必須確保校舍開放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同時
安排教職員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並須在安全情況
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3.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紅雨適用)

(iii) 在上午8時至10時30分
發出

1.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2.須在安全
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iv) 在上課時間內發出 1.學校繼續上課，直至正常下課時間 。
2.家長如有需要，可到校接回子弟。

學生手冊P.5



熱帶氣旋、持續大雨、異常天氣安排
熱帶氣旋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當天文台發出一號或三號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本校照常上
課。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或
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學校停課。

異常天氣(寒潮)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天文台預測嚴寒天氣持續，教
育局宣佈全日停課

1.所有學校停課。
2.學校實施應急措施，回校當值的
教職員負責處理校務及回答家長
在緊急情況下的查詢。並安排人
手照顧可能返抵學校的學生；同
時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
回家。



一人一職
家長角色﹕

鼓勵者、欣賞者、支持者



獎懲制度

1.設有優點、小功、大功、缺點、小過及大過機制。

2.學生所獲的優點、小功、大功及所記的缺點、小過、大過會

列印於成績表上。

3.(1)累積3個優點為一小功

(2)累積3個小功為一大功

4.(1)累積3個缺點為一小過

(2)累積3個小過為一大過

學生手冊P.15



獎懲制度
全級首五名

交齊功課

為校爭光：代表學校參加比賽，訓練出席率達100%
獲得區際比賽首8名
晉身全港比賽決賽或獲得首8名

班長、領袖生、圖書館管理員

服務團隊：領袖生、幼童軍、小童軍、小女童軍、楊小愛心服務隊、公益
少年團、聖約翰救傷隊小約翰團、少年警訊及香港交通安全隊。
義工服務：甜心行動、賣旗、服務學習及校內大型活動服務生，服務時數
累積達5小時

圖書閱讀獎：每級全學年閱讀量最多首十名的學生

記優點一個



獎懲制度
欠交功課

遲到

擾亂課堂、集隊秩序、不守紀律

對師長無禮、說謊、書包、校服欠整齊

說粗言穢語、默書、測驗或考試作弊

毆打同學、偽冒或塗改家長簽名

「將功抵過」計劃

指定時間內(每次考試前計算)，透過額外服務協助知錯能改的學生「將功
抵過」。

記缺點一個



營造正面校園文化

學科及組別全面配合：

 以自律、感恩為校本輔導活動的主題

 舉辦正面健康標記學生及家長講座

 班級經營活動

 楊校生日樹

 參與教育局「WE」正向動力計劃、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計劃

 發展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

 加入正向教育的主題活動

 以主題形式透過視像早會或流動電子屏幕深化學生品德教育



楊 校 學 生 品 德 標 記

仁愛

勤學

真誠

欣賞

自律

感恩



校本輔導主題

學生層面

教師層面

家長層面

自
律

感
恩



楊校之星獎勵計劃
學 業 品 格

課堂表現良好 課業表現良好 仁 愛
踴躍參與周會
及成長課堂

中文默書 英文默書 真 誠 自 律

小評估 測 驗 考 試 欣 賞 感 恩

積極參與校隊訓練或多元智能課
參加校外比賽

校外比賽中獲得冠、亞及季軍

參加校外義工服務：一人一職、
賣旗日，甜心行動、萬人行、大
哥哥大姐姐計劃、領袖生、開放
日服務大使等

設金、銀、銅獎，以茲鼓勵



學生操行

＊老師藉著操行獎勵制度來表揚學生。

評核內容 禮貌、負責、友愛、服務及紀律五方面的表現。

評核老師
班主任及中英數科任老師
班關顧老師及級訓輔老師
校長、副校長及訓輔主任

評核標準
A+

表現超卓
A

表現優異
A-

表現優良
B+

表現良好
B

表現平穩
B-

表現平平



我們的期望
家長和老師的共同任務是一起
教養孩童，使他們的家庭生活
與學校教育得以相輔相成。



多元化活動
嚴士杰主任



(星期五下午課時內進行)

循環組別

 Wonderland 、數學大王、故事多樂趣、音樂知多點

繪本樂繽紛、普通話Fun Fun、百變摺紙、讀書會、

智力遊戲、氣球扭扭樂、反斗飾物創作

精英訓練

小小運動員、籃球校隊、排球校隊、合唱團、手鐘隊、

粵語集誦、英語集誦、棋藝班、十字繡藝、視藝創作、

動語文、環保小先鋒、數學大使、英語大使、學生大使、

楊小服務隊、校園電視台

多元智能課



課後延伸活動
(星期一至五課後 、星期六開放校園)

 中國舞蹈、中國武術、醒獅隊

 普通話演講班、硬筆及毛筆書法

 話劇組、創意色彩繪畫班、多元藝術創作坊

 小結他班、小提琴、手鐘、牧童笛

 奧數、劍橋英語、中英文面試技巧班

 籃球隊、田徑班、花式跳繩、游泳班

拉丁舞、乒乓球、排球隊

 小童軍、幼童軍、女童軍、小約翰團、交通安全隊

、公益少年團、少年警訊

 mBot機械人、科技探究班



全方位學習津貼

• 政府2018年《施政報告》由2019/20學年起，發放「全
方位學習津貼」，以支援學校在現有基礎上更大力推
展全方位學習。

• 本校可獲得約七十多萬撥款，主要運用於：

－各科組參觀、學習活動的經費、車資

－部份課後延伸活動的導師費用、比賽報名費

－境外交流、遊學團津貼

－購置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學習資源



境外交流
為了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擴闊學生視野，本校

每年均舉辦境外交流團，本年得到政府各項津貼，
將加強推動境外遊學，希望有更多學生受惠。

-「同根同心」北京交流團 ( 3月)

-「姊妹學校」校隊集訓交流 ( 2月)

-「台灣遊學之旅」 ( 6月)



2020年度 評估安排

袁鳳珍主任



測考成績比重
(一般情況)

上學期 下學期 全年

上學期
測驗

20% 下學期
測驗

20%

上學期50%

+

下學期50%

= 100%

上學期
考試

80% 下學期
考試

80%

上學期
成績

20%+80%

=100%

下學期
成績

20%+80%

=100%



測驗(20%) 考試(80%)

中文及英文科
全卷100%

一份綜合卷包括閱讀、
寫作

全卷100%

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數學及常識科 100% 100%

其他科目:音樂
普通話……

不設 考試週進行

施行時間
測驗週進行 考試週進行

10月 1月

3月 6月

P.2-P.5(一般情況)



2020-2021年度，因應疫情，開學後學生
在家學習，本年度的測考作出以下調動：

• P.2-P.5上學期測驗P.6考試時間推遲至

12-13/11，16/11-17/11

• P.2-P.5上學期測驗改為學習評估，不計算成績。



2020年度評估測考時間表
二至五年級 六年級

11月 學習評估 不計成績
中文、英文(綜合卷包括閱讀、寫
作)數學、常識

呈分試 佔80%

中文、英文(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數學、常識、音樂、視藝

1月 上學期考試佔100%

中文、英文(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數學、常識、音樂、普通話

上學期測驗 佔20%

中文、英文(綜合卷包括閱讀、
寫作)數學、常識、普通話

3月 下學期測驗 佔20%

中文、英文(綜合卷包括閱讀、寫
作)數學、常識

呈分試 佔80%

中文、英文(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數學、常識、音樂、視藝

6月 下學期考試佔80%

中文、英文(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數學、常識、音樂、普通話

畢業試 佔20%

中文、英文(綜合卷包括閱讀、
寫作)數學、常識、普通話



六年級升中準備及活動預告

【楊校與您同行】

莊雅棋主任



2019/2020 連續兩年獲
佳績

標題



畢業同學及家長心聲見本校2020年6月份校訊



畢業同學及家長心聲見本校2020年6月份校訊





升中準備 (學校篇)

呈分試及
中學分班試準備：

1. 課前特別加強班
(逢一、三、五)

2. 課後增潤課(逢周一)

3.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工作坊及模擬試(6-7月)

1

升中面試準備：

1. 《升中面試錦囊》
2. 中英文説話技巧班

(逢周六-11至12月)

3. 兩次中學模擬面試日(1月)

• 針對2018/2020年度開始實施自行分
配學位正取學生的新通知安排，加
強學生於自行分配學位面試時被取
錄的機會

2

選校策略及程序認識：

1. 派發有關升中選校資料
2. 舉辦工作坊及家長會

2020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一)

升中選校(自行分配學位)

家長晚會

3



升中準備 (家長與學生篇)

出席升中選校晚會
及工作坊：

2020年12月7日(星期一)
升中選校(自行分配學位)

家長晚會

(敬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1 升中面試準備：

1. 積極備試
※ 第二(及第三次)報分試
※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中學分班試)

2.《升中面試錦囊》
宜多用粵、英、普通話向家人介
紹自己，並多留意時事

3. 準備「自我介紹資料冊」
學生個人資料文件、五至六年級
之學業成績表、獎狀、各項證書
等

2

多留意各中學的
最新消息：

1. 中學升中講座
2. 心儀中學開放日
3. 中學網站發佈的消息

多了解有關中學的資訊

3



升中重要日期及活動預告
(只供參考，實際日期因應情況或有變動）

日 期 活 動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5月

六年級中英數課前特別加強班
(逢一、三、五，請留意通告)

六年級中英數課後增潤課 (逢星期一，請留意通告)

2020 年 11 月 12 至 17 日 六年級上學期考試 (第二次報分試)

2020 年 11 月上旬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及光碟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 參觀中學 (請留意有關通告)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 (逢星期六) 小六中英文説話技巧班 (免費參加，請留意通告)

2020 年 12 月上旬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申請跨網派位 (第一批)

2020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一) 升中選校(自行分配學位)家長晚會
2021 年 1 月 兩次升中模擬面試日 (中英文)

2021 年 1 月 4 日 至 1 月 18 日 家長自行遞交《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到中學



2021 年 2 月
申請跨網派位(最後一批)

家長日

2021 年 2 月至 3 月 中學面試

2021 年 3 月 六年級下學期考試(第三次報分試)

2021 年 3 月 31日 正取學生獲中學通知自行分配學位結果*2021 年 4 月 14 日 (星期三) 升中選校(統一派位)家長晚會

2021 年 4 月 15 日 (星期四) 升中選校(統一派位)填表工作坊

2021 年 4 月下旬 遞交《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予班主任

2021 年 6 月 六年級畢業試

2021 年 6 月至 7 月 (畢業試後)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工作坊及模擬試準備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模擬試(中英數)

升中放榜安排講座

2021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三) 畢業禮

2021 年 7 月 6 日 (星期二) 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公布(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

2021 年 7 月 8 日及 9 日 學生向獲派中學註冊

2021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一) 惜別會及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分班試)準備

2021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二)
學生到已註冊的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即中學分班試)

日 期 活 動

* 此乃2018/2020年度開始實施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新通知安排



學校網站 > 其他連結 >升中資訊
https://www.ycmps.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
roup.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40&pageId=
124&cpmId=57

https://www.ycmps.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40&pageId=124&cpmId=57


升中路上與您同行
楊校2020再創高峰



中文科

甄月嫦老師



課程

❖P.4-6主要是粵教中，只有1班普教中

❖教學以閱讀、寫作、聆聽及説話為主



「篇篇流螢」網上閱讀平台
(10月開始)



默書須知

默書：中英文隔周進行

小四至六：詞語、讀默或背默、詞語運用

填充題、趣味默書等



測驗及考試須知

測驗 考試
時間 11月,3月 1月,6月
評核範疇 1份綜合卷

(讀、寫)
4份卷：讀、
寫、聽、説

佔分比例 閱讀(連語文知識)：
70% +
寫作：30% =100%

閱讀(連語文知識)：
60% +
寫作：20% + 
聆聽：10% +
説話：10% = 100%

評核範圍 3個單元 3個單元



考試題型舉隅 (閱讀卷)
佔總分60% 範疇一：閱讀理解(佔閱讀卷約30%)



範疇二：語文能力部分：(佔閱讀卷
約70%)
• 例子一：詞語填充 (供詞或不供詞)



1.

今天推舉班主席的時候，陳小明站起來
（１），真有勇氣。

成語:(二)供詞填充：在下表中選出
正確的四字成語，並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填
在答案欄內。

A.一暴十寒 B.毛遂自薦 C.一鼓作氣 D.令人髮指



• 例子二：標點符號

• 例子三：重組句子

的高峰



• 例子四：改寫句子



• 例子五：排句成段

• 例子六：語文基礎知識(修辭、詞性等)



• 例子七：

(六) 詞義辨析：按句意，選出適當的詞語，把代表答案
的英文字母填在答案欄的(   )內。(6% @3)

A. 責怪 B.探索 C.留意 D.挑剔
1. 你不要老是（ ）別人的錯處，世界上沒有一

個人是完美的。



• 例子八：段意理解

1. 牛頓對於自己在科學上的成就，說了這麼的
一段話：「在科學面前，我只是一個在岸邊拾石
子的小孩。」他謙卑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謙
卑是美德，謙卑的人受人歡迎。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指出

A. 牛頓小時候在岸邊拾石子的感受。

B. 牛頓是一個科學家。

C. 謙卑的人會得到別人的尊重和欣賞。

D. 牛頓很謙卑。



(一)短文寫作：20%
題目：體育科主任李老師約了你和幾位同學在今天放學後一起

開會，討論下星期校運會的事宜。可是，在放學時，你因家裏有要
事而不能出席會議。請你寫一則便條給李老師，告訴他你不能出席
會議，以及解釋不能出席會議的原因，並向他道歉。

文章體裁：便條
字數要求：不限

內容 /10

格式 /10

總分 /20

寫作 佔總分20% 3-6年級：命題寫作

(*兩道題目)        



(二)命題寫作:80%        

(二)題 目：請你寫一篇文章，記述你參加

過的一場比賽的經過和感受。 

體 裁：記敘文 

字 數：不少於 120 字   * 不用抄寫題目 

內   容 /25 

結   構 /25 

修   辭 /25 

標   點 /5 

總   分      /80 
 

分段結構： 第一段：交代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 

 第二段：記述比賽的過程，例如：參加了甚麼類型的比賽、

比賽的詳情等，並寫出你當時的心情。 

 第三段：記述比賽的結果，以及你在比賽後的體會。 

 



• 説話 佔總分10% 看圖説故事 /口頭報告/小組討論

• 聆聽 佔總分10% 聽故事選出正確答案(選擇題，四選一)



如何温習中文?
打好基礎：

*温習工作紙



重點温習相關課業：

教科書+作業 補充 測驗



日常練習：
❖多讀課外書



英文科

葉若青老師



跨課程閱讀計劃

•於四至六年級進行。

•老師於全年在課堂與學生閱讀圖
書，內容是英文科和其他科目皆
涉及的課題，藉此提升學生閱讀
技巧，擴闊學生知識領域。



英文網上學習平台

英文科於本年提供3個網上學習平台

1.Sunshine Classics

2.i-Learner

3.Longman Elect – English ebook Platform



Sunshine Classics Reading platform

校本網上英文圖書角

- 可按自己興趣，隨時閱讀
英文圖書

- 有導讀功能

- 也有不同遊戲



i-Learner Vocabulary Learning Platform
以本校英文課本設計

- 以不同遊戲方式溫習

課本內每課的生字

- 協助學生認寫，拼寫及

學習字詞讀音

- 更有延伸詞庫

- 也有相關課文的閱讀理解練
習



Longman Elect – English ebook Platform

- 英文電子書

- 聆聽課文讀音



所有學習平台戶口及QR CODE

將貼於學生手冊內

復課後可查閱使用

☺



•默書：二至三星期一次，約每單元一次。

•小測：約每單元一次。

•進展性評估：每次考試前

•測驗（20%）：上、下學期各一次

•考試（80%）：上、下學期各一次

評估方法



•測驗（綜合卷）
• Reading Comprehension閱讀理解(25%)

• Vocabulary課文詞語(10-12%)

• Language use課文句式(18-20%)

• Grammar語法(25%)

• Writing寫作(20%)

評估方法



comprehension閱讀理解(選擇題、短答)



comprehension閱讀理解(選擇題、短答)



Grammar(語法)Fill in the blanks (填充)



Language use(課文句式)make sentences(做句)



• 考試（四卷）

• 閱讀 (Reading) 60%

- comprehension閱讀理解

- vocabulary課文詞語

- grammar語法

- language use課文句式

• 寫作 (Writing) 20%

• 聆聽 (Listening)10%

• 說話 (Speaking)10%

評估方法



Writing (寫作)



Speaking(說話)(朗讀、問答)



Speaking(說話)(匯報)



學好英文科
• 串熟/默寫重點字詞

• 溫習小測及默書內容

• 考試前溫習書本、作業、補充、

工作紙、練習簿和進展性評估

• 做好預習功課（例：查字典）

• 每天溫習老師教授內容

• 善用英文字庫（wordbank)自學

• 多閱讀英文圖書

• 多運用網上閱讀平台



數學科

馮慧珊老師



‧探究和解難
‧實作活動
‧合作學習
‧小組討論

課堂學習



‧課業依據學習重點編排
‧基本題、進階挑戰題
‧課業類型：

書、作業、補充、工作紙等
P.5-6: HKAT 練習

課業安排



‧測考評估內容：新學知識
和已有知識

‧題目涵蓋淺、中、深的程度
‧考試依數學科範疇編定：

數
圖形與空間
度量
數據處理
代數(P5-P6)

評估安排



題目類型 數範疇



題目類型 數範疇



題目類型 數範疇



題目類型 圖形與空間



題目類型 度量



題目類型 數據處理



題目類型 代數(P.5-6)



常識科

徐惠琪老師



常識科課程簡介：

•探究式學習

•以學生為中心

•豐富學習經歷



全方位學習

參觀科學園

參觀沙田文化博物館
參觀海下灣

參觀立法會

參觀衛生教育
展覽及資料中心

參觀消防局



科技研習

「常識百搭」公開賽

水火箭比賽

STEM活動
探究精神

科技探究活動



專題研習



服務學習



理財課程



家課類型

常識家課類型：

•作業(作)

•工作紙(工)

•筆記簿(常筆)預習:XX

•剪報工作紙(剪)

•科探STEM工作紙(科工)

•專題研習/報告(專題)

•參觀工作紙(參工)



常識科測考要點

•測驗範圍5-7課

•考試範圍6-8課

•小測(測/考前)

• 測驗佔20%

• 考試佔80%

• 五、六年級呈分試 (呈報
該卷100%所得分數) 

注意:

• 測驗最少6個題型
• 考試最少8個題型



試題類型 考核目標
填充 P.2-6(供詞)

P.3-6(最後2題不供詞)
知識及基本教材的記憶

配對/看圖配對 知識的理解、事物關係的判斷

序列/排列 時間、空間和事物關係的觀念、
知識的記憶和理解

選擇 推理和判斷能力

辨別/判斷/圖片辨認 判斷能力、知識的理解和記憶、
分析和組織資料

問答/簡答 知識的理解、資料的組織和表達
能力

填表/填圖 知識及基本教材的記憶

生活情境題 考核生活情境基本態度

實驗題 判斷能力、知識的理解

生活常識題(P.1-3)
時事思考題(P.1-6)

關心時事及生活常識之能力

時事閱報題 6-10% 分析時事之能力

試卷題型



二零二零年度











測考溫習

溫習重點：

•課本（課文總結、小總結、圖片、圖表…）

•作業

•工作紙冊

•新聞時事（時事常識題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