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數學科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1 (24-28/2)
級別
一

功課
檢查 17-21/2 功課答案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自學內容
1. 收看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
1219972369 (由 09:35 至完結)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
219972369 (由 09:35 至完結)

2. 從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
自學 1 下 A「日期」

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1 下 A
「日期」

3. 電子課本 P.34-42
4. 數學自主閱讀內容「月份的故事」
(可先參考「開啓數學自主閱讀
程式方法」檔案)

電子課本 P. 34-42
數學自主閱讀內容「月份的故事」
「開啓數學自主閱讀程式方法」檔案

功課內容
1. 完成 1 下 A 書 P. 34-42
2. 背誦 10 的乘法
3. 數感訓練工作紙 第四課
4. 基礎工作紙 第四課

數感訓練工作紙 第四課
基礎工作紙 第四課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j
mDPmzNVHcvGb97VUL-KOQfuT3d
C7sD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數學科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2 (24-28/2)
級別
二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自學內容
1.檢查 17/2 至 21/2 功課答案
2.從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自學 2 下 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
A「象形圖」
自學 2 下 A「象形圖」
3. 象形圖影片(一)
https://youtu.be/kR5GlYfAzds

象形圖影片(一)
https://youtu.be/kR5GlYfAzds

4. 象形圖影片(二)
https://youtu.be/Zef3r2w2SU8

象形圖影片(二)
https://youtu.be/Zef3r2w2SU8

功課內容
1. 完成書 2 下 A P.85-86
2. 完成書 2 下 A P.88-89
3. 背誦乘數表(6-7)
4. 完成基礎工作紙象形圖(二)

基礎工作紙象形圖工(二)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4/fol
ders/14SW7GXWyhXm_IJsFq8ISiV5_kk
ja4uxh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數學科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3 (24-28/2)
級別
三

功課
檢查 17-21/2 功課答案
自學內容
1. 從現代數學網頁「自學區」
「螢火蟲教室」自學 3 下 A
「角和三角形」(p.7 至 p.16)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現代數學網頁「自學區」
「螢火蟲教室」自學 3 下 A
「角和三角形」(p.7 至 p.16)

2.收看教育電視 ETV「角(二)」
收看教育電視 ETV「角(二)」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
/355985937
e/355985937
3.從現代數學網頁「電子工具」
「電子學具」
「電子釘板」
選擇「大釘板」模式，
練習製作不同的三角形
功課內容
1. 完成 3 下 A 書 p.75-80
2. 基礎工作紙 (自行用紙記錄答案)
3. 從現代數學網頁「練習區」
「網上練習」完成「角和三角形」，
完成後按「完成」(不限作答次數)
4. 活動工作紙「火柴遊戲」
(自行用紙記錄答案)
5. 如果你想挑戰自己，可試試完成書
p.81(不一定要完成)
6. 背誦 12 的乘法
12x6=72
12x7=84
12x8=96
12x9=108
12x10=120

現代數學網頁「電子工具」
「電子學具」
「電子釘板」
選擇「大釘板」模式

基礎工作紙
現代數學網頁「練習區」
「網上練習」完成「角和三角形」
活動工作紙「火柴遊戲」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4/fol
ders/18xqRste66K9MBxlFZL9UrWB2W
_x1NFf6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數學科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4 (24-28/2)
級別
四

功課
檢查 17-21/2 功課答案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自學內容
1. 收看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
73078174

ETV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
73078174

2. 從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
自學 4 下 A「四則混合計算」

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自學 4 下 A
「四則混合計算」

3. 範例可收看以下內容
https://youtu.be/7lpIRi-8yBg

範例
https://youtu.be/7lpIRi-8yBg

1.

網上數學遊戲
4. 4. 網上數學遊戲
https://www.homeschoolmath.net/op https://www.homeschoolmath.net/op
eration-game.php#one
eration-game.php#one

5.
6.
7.
8.

功課內容
1. 完成書 P.17-20
2. 挑戰功課：完成書 P.22 於白紙上
3. 背誦數學菜譜
4. 背誦乘數表
5. 基礎工作紙

基礎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4/fol
ders/1pvG_wuZ-KksSlA8ejceve-AlGon0
D9-6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數學科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5 (24-28/2)
級別
五

功課
自學內容
1. 核對 17/2 至 21/2 功課答案
2. 從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
自學 5 下 A「立體圖形」
3. 到以下網址，收看教學影片：
Net of 3-D Figures 展開圖
https://youtu.be/9Tku4otmts0
4. 利用以下位置之網上軟件自學：
現代網頁>電子工具>互動教學工
具：
有趣的正方體
5. 利用以下位置之網上軟件自學：
現代網頁>電子工具>互動教學工
具：
正方體紙樣
功課內容
立體圖形(一)：
1.完成 5 下 A 書 P.31-P.33
2.如果你想挑戰自己，可試試完成書
P.34 ☺
3.基礎工作紙-立體圖形(一)
立體圖形(二)：
1.完成 5 下 A 書 P.35
2.完成 5 下 A 書 P.40 動動腦
http://cloudweb.mers.hk/datastore/soun
d/primary/maths2014/psm/521/521_05
_p40.mp4?JSPServerPath=www.mers.hk
3.如果你想挑戰自己，
可試試完成書 P.42-45 ☺
4.基礎工作紙-立體圖形(二)
5.補充練習_正方體的摺紙活動
6.補充練習_正方體和長方體紙樣
7.記熟正方體和長方體紙樣組合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
自學 5 下 A「立體圖形」

現代網頁>電子工具>互動教學工具：
有趣的正方體
正方體紙樣
登入指引: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u5
NvGpHvd_ybl0uYzkdrM8OSKrFzNtX/vi
ew

基礎工作紙-立體圖形(一)

http://cloudweb.mers.hk/datastore/so
und/primary/maths2014/psm/521/52
1_05_p40.mp4?JSPServerPath=www.
mers.hk
基礎工作紙-立體圖形(二)
補充練習_正方體的摺紙活動
補充練習_正方體和長方體紙樣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4/fol
ders/16QsdLM1QPLBDjFbn80Q1UNgV
wC-fogyX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數學科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6 (24-28/2)
級別
六

功課
檢查 17-21/2 功課答案
自學內容
1. 從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
自學 6 下 B 「折線圖」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現代網頁「螢火蟲教室」
自學 6 下 B「折線圖」

2. 從現代網頁「電子工具」
「互動教學工具」
練習「來做折線圖」

現代網頁「電子工具」「互動教學工
具」練習「來做折線圖」

3. 觀看影片
https://youtu.be/UViuimWW_Rg

影片
https://youtu.be/UViuimWW_Rg

4.觀看影片
https://youtu.be/B5dWEVR-6VA

https://youtu.be/B5dWEVR-6VA

功課內容
1. 完成 6 下 B 書 P.74-82
2. 背誦數學菜譜
3. 基礎工作紙折線圖（二）

基礎工作紙折線圖（二）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4/fol
ders/120RB08R_bTYWDiomxHkh6gk4A
2UyzVX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