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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 基慧小學通告 

檔案編號：2019/11/13/e119 

敬啟者： 
有關 11月 19日繼續停課事宜 

    教育局宣布鑑於路面及交通仍有不穩定因素，以及予學校充分時間為復課做好準備，全港
學校於明天（11月19日星期二）繼續停課，請同學留在家中，切勿外出，以策安全。停課期間，
學校會照常開放，照顧已回校的同學。 
 
有關學生活動及事務的特別安排如下： 
1. 本周(11月19日至11月22日)所有課後進行的課外活動、課後班組、課後訓練全部暫停，全

校同學依正常放學時間放學。 
 

2. 小六總評(一)： 
 如教育局宣佈復課，英文科(說話評估)、普通話科(說話評估)、體育科(技能、體能評估)、

音樂科(技能評估)於課堂繼續進行，而中文科(說話評估)將於 11 月 25 日(一)進行。 
 總評(一)按既定之評估日期舉行，時間表詳見家課冊內頁。評估日倘停課，評估日期將順

延。 
 有關學校評估事宜可參閱 e073 通告。 
 小六總評一體育科温習工作紙會於 11月 19 日(星期三)透過 eClass發放予學生温習。 

 
3. 網上自學： 

 在停課期間，學校鼓勵學生在家自學，因此學校為學生安排中、英、數三科網上學習材
料，例如閱讀、自學片段、網上自學課業等(參閱附件一)。有關網上學習材料會於 e-Class
或 Google Classroom 發放，請家長留意。  
 

4. 11月19日(二)停課日 
 荃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取消。     P1至P6流感疫苗注射延期。 
 2A，2B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取消。   小一至叻小boss取消    小二精靈新一代取消 
 

5. 11月20日(三) 
 5C，5D常識科參觀取消。   小二高Fun學習取消    小一生活小特工取消 
 

6. 11月21日(四) 
 3B常識科參觀改期。       小三精靈新一代取消   小三高Fun學習取消 
 小一生活小特工取消 
 

7. 11月22日(五)  區會陸運會取消。  小五UAP取消 
 

8. 11月23日(六) 
 李惠利中學籃球邀請賽延期，補賽日期及時間容後通知。 
 所有課外活動、訓練及小組取消。 
 

9. 11月19至26日進行一至六年級「親子書簽設計比賽」,請同學帶備顏料回校上課(任何顏料)。 
 
11月26日(二) 2C，2D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取消。 
 

10. 12月及1月份訂餐表順延至復課日交回。 
 
11. 第 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宣布，因應現時社會情況，2019年 11

月 18-21日的所有項目將會取消。在此之後的項目，將會稍後公布。詳情請參閱該會網頁。 
 
備註︰請家長於 11 月 21 日(星期四)或以前登入學校內聯網(eClass)簽覆回條。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何麗雯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回    條 
有關學校停課安排事宜 

敬覆者：頃閱通告 2019/11/13/e119，知悉一切。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何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 

班    別：________年級________班 

          家長簽署：                ______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______日 

e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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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 基慧小學通告 

檔案編號：2019/11/13/e119 

 

附件一 

中文科各級停課安排  

 

各級默書安排： 

1.小一至小五各級本周默書順延，日期容後通知。 

2.小六本周默書取消。 

 

各級課業安排 

小一 

1.筆記(完成貼於筆記內的朗閱表) 
2.單元五自習篇章(書 P.19-21) 
3. Rainbow1 –閱讀理解 1《小小手》 

小二 
1.單元五識字加油站(書 P.20-21) 
2.單元五自習篇章(書 P.22-25) 

小三 
1.查字典(第 10課： 憧憬、滿懷、彩霞、緩緩) 
2.單元五 自習篇章(書 P.16-19) 

小四 
1. 查字典（第 10 課：苗條、優待、豐富、鬧哄哄、驚慌失措）寫 
在筆記 

2.單元五自習篇章(書 P.15-19) 

小五 
1.Google classroom：語文知識學習材料 
2.Quizlet學習：成語 P.46-53 

小六 
1.單元五自習篇章(書 P.18-22) 
2.溫習總評一範圍 

 

各級自學影片 

 課題 相關連結 

小一 

初學筆順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22987345 

再學筆順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43839255 

小二 

小恐龍的方舟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279540093 

足球小將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01956893 

小三 

郵票背後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4261820 

標點符號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6343794743 

小四 

圖中的線索 
（看圖寫作）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676669158 

我還是個好孩子 
 (詞語的褒貶色彩)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27806308 

小五 

鑑貌辨色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41026841 

城門河一號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97848362 

用動作來説話 https：
//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004068380 

小六 / /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22987345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22987345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43839255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43839255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279540093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279540093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01956893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01956893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4261820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4261820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6343794743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6343794743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676669158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676669158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27806308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27806308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41026841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441026841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9784836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9784836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004068380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004068380


 

 

 

 

 

 
(19-20) 

中華基督教會 基慧小學通告 

檔案編號：2019/11/13/e119 

 

英文科各級停課安排 

 

登入 My Pearson (https://www.pearson.com.hk/zh_HK.html) 完成網上學習材料 

 

小一 每天完成一篇"A Passage A Week" 

小二 每天完成一篇"A Passage A Week" 

小三 每天完成一篇"A Passage A Week" 

小四 每天完成一篇"A Passage A Week" 

小五 每天完成一篇"A Passage A Week" 

每天閱讀一篇"Eye on the World" 

小六 每天完成一篇"A Passage A Week" 

每天閱讀一篇"Eye on the World" 

 

登入 My Pearson 方法：見附件二 

 

數學科各級停課安排 

 

完成教育出版社網上診斷系統兩個單元： 

小一 上學期單元二：數的分解和合成 

上學期單元三：立體圖形 

小二 上學期單元三 角和立體圖形 

上學期單元四 米 

小三 上學期單元一：五位數 

上學期單元三：公里和毫米 

小四 上學期單元一：倍數和因數 

單元三：乘法 

小五 上學期單元一：方向 

單元四：象形圖 

小六 上學期單元二：平均數與棒形圖 

上學期單元三：百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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