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習舊課題 或 進行延伸自學 的 網上學習材料推介
網站 / 網址簡介

科目
中、英、
數

樂思「 4D 自學診斷平台」
( 登入 帳 户 可於 6/2/2020 起使用 )

備註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腦』的登入帳
戶及密碼登入

https://4d.pan-lloyds.com/index.php
系統會按評估卷的答對率發放不同程度的跟進練習予個別
學生。
英文科
Pearson Self-Learning Platform 培生香港自學平台
(一至五年
級
www.pearson.com.hk
同學適
[本校一至五年級同學現使用此出版社英文課本 ]
用 )
1. 登入後選擇 [課本網上資源 ] 內
[Primary Longman Express 2E] ，提供課文朗讀、閱讀理
解等學習材料，供學生溫書和自學。
2. 登入後選擇 [電子書 ] 內 [Primary Longman
Express (2nd Ed) e-Textbook]，提供課文朗讀、課文字詞
朗讀 /遊戲、文法學習等學習材料。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Pearson』的登入帳戶
及密碼登入

[出版社將陸續提供更多自學教材供學生下載，敬請留意。 ]

數學科

教育出版社
http://e-smart2.ephhk.com
1) 登入後，右上方選擇數學科 ->小學數學新思維

2) 學科網站︰於「算數頻道」學習各種運算方法，還可瀏
覽數學家故事，進行過關及互動遊戲等。
3) 停課不停學影片區︰選擇合適年級的短片進行自
學。

1)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小校園』帳戶及密碼
登入
2) 登入後，在版面的右
上方 選「數學」

常識科

教育出版社
http://e-smart2.ephhk.com
學科網站-->常識教育網 (第三版 )

1)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小校園』帳戶及密碼
登入
2) 登入後，在版面的右
上方 選「常識」

-->自主學習資源

1) 18 區自學遊：社區遊蹤、香港樂悠遊、香港經濟的足
跡
2) 新聞速遞：提供最新及最熱門新聞內容、思考與探索、
參考資料
3) STEM 學生專區： STEM 資訊站、互動天地、科學百科
4) 跨課程閱讀：海洋公園動物大發現、科學家小故事、歷
史小故事
其他

PaGamO

(登入 帳 户 可於 7/2/2020 起使用 )
https://www.pagamo.org/
是全球第一的線上遊戲學習平台，提供多元優質的題庫，
涵蓋英文學習、證照考試、企業內訓等，逾 50 萬玩家一
同學習競爭。 遊戲透過回答題目來攻佔領地，結合知識力
與策略性，豐富你的學習體驗！
PaGamO 介紹影片 :
手機簡介： https://youtu.be/Ffpsof87lqM
桌本簡介： https://youtu.be/8yym6xIQatY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腦』的登
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其

其他

Coding Galaxy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學校電腦』的登
入帳戶及密碼登入
其

(登入 帳 户 可於 7/2/2020 起使用 )
https://learn.codinggalaxy.com/
是一個為 5 歲或以上學生而設的計算思維學 習平台，培
養學生高層次的思維方式和技能。

其他

請參考手冊 P.32 以
『小校園』帳戶及
密碼登入

香港教育城
https://www.hkedcity.net/home/
內含 教育電視(ETV)、小校園、 English Campus、香港閱讀
城等自主學習平台

其他網上學習資源參考資料
科目
中、英、數
適用

網站/網址
WLTS 促進學習評估資源庫 -學生天地
(英文科需以英文版面進入 ʻStudent Zoneʼ )
https://wlts.edb.hkedcity.net/tc/student_zone/index.html

中文科

繪本花園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中華文化天地 (成語故事)
http://edu.ocac.gov.tw/culture/chinese/cul_chculture/vod02html/vod02_01.htm

中文科自學園地 (網上學習資源庫)
https://blogs.lmscps.edu.hk/blog2/chinese/%e5%ad%b8%e7%bf%92%e8%b3%87%e6%b
a%90/

中文科

看動畫 · 學歷史
http://achist.mers.hk/chihistoryanime/

賽馬會與文同樂學習計劃 (部首學習動畫故事 )
https://chin.eduhk.mers.hk/animation.php

春田花花中華博物館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98%A5%E7%94%B0%E8%8A%B1
%E8%8A%B1%E4%B8%AD%E8%8F%AF%E5%8D%9A%E7%89%A9%E9%A4%A8

中華里電子書
https://www.hkedcity.net/chinese/zh-hant/article/node/189
英文科

Studyladder
https://www.studyladder.com.au/games

Starfall
https://www.starfall.com/h/index-grades123.php

Children’s Story Books Online
http://www.magickeys.com/books/

Learning games for kids
https://www.learninggamesforkids.com/

Storyplace
https://www.storyplace.org/front

Liveworksheets
https://www.liveworksheets.com/worksheets/en

KizClub
http://www.kizclub.com/index.html

Kidzone
https://www.kidzone.ws/

英文科

Curious George
https://pbskids.org/curiousgeorge/games/

British Council
http://learnenglishkids.britishcouncil.org/

Worksheet Fun
https://www.worksheetfun.com/

Scholastic
http://teacher.scholastic.com/commclub/

Martha Speaks True Stories
https://pbskids.org/martha/stories/truestories/index.html

Clifford
http://teacher.scholastic.com/clifford1/
數學科

均一學習平台
https://www.junyiacademy.org/course-compare

昌爸工作坊
http://www.mathland.idv.tw/

九九乘法兒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M40wjYSB7Y&list=PLoH5Hm_9zTv0KTLU6jaBnY_1
DU1zFOTBX

Mathconcept 網上學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常識科

中電 - 綠戰士遊戲區
https://www.clp.com.hk/GreenElites/GameZone/ASFerrisWheel.aspx#

常識科

食物安全中心
https://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og/multimedia_og.html

十分科學
(四至六年級 ) 用小校園帳戶登入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10sci
其他

香港閱讀城 (e-悅讀 )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

Fun Brain
https://www.funbrain.com/games

National Geographic for Kids
https://kids.nationalgeographic.com/

滑鼠練習遊戲
https://primarygamesarena.com/Topics/Mouse-Control
http://mousepractice.altervista.org/applecatch.html

燦爛的中國文明
https://chiculture.org.hk/tc/node/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