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學校通告 NO.259A/19-20_APP 
  P.3-6(11/5-31/5)網上學習安排 

各位家長﹕ 
學校繼續透過合適的學習模式，為學生提供更全面的學習支援，做到「停課不

停學」。學校會繼續透過「停課期間電子家課網頁」發布每周網上教材及家課，並在
11/5-31/5 期間繼續為 P.3-6 年級學生安排實時網上授課。有關網上學習的新安排詳
列如下﹕ 

 

一、 網上教材及家課 

1.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共四科會於逢星期一透過以下平台發放每周的網

上教材及家課。 

2. 各科所有的網上教材及家課內容可於本校的「停課期間電子家課網頁」瀏覽﹕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wscpsweb/ 

 年級 使用平台 網上教材及家課發放日期及內容 

逢星期一 
P.3-6 Google 

classroom 
⚫ 每周發放網上課業 2 次 
⚫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均會於每周星期一發

放第一次的電子學習教材及家課。 
⚫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亦會在實時網上授課

後發放第二次家課 
 
二、 網上實時教學安排 
1.年級 P.3-6 

2.科目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 

3.上課時間表 ⚫ 按各級上課時間表上課(NO.259A/19-20_附件一) 

4.上課模式 ⚫ 各班分成兩組上課，每組人數是該班的一半。 
 

 P.3 
各班 

P.4-6 
A、E 班 B、C 及 D

班 
第一組 1-12 號 1-15 號 1-10 號 
第二組 13 號至餘下號數及 

中文支援班學生 
16-30 號 11 號至餘下

號數 

5.軟件 1. 實時教學上課軟件﹕Google meet 

⚫ 安裝指引詳見學校通告(NO.250A/19-20_附件二) 

2. 其他輔助學習軟件﹕Jamboard 

⚫ 安裝及使用指引詳見附件二(NO.259A/19-20_附件二)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wscpsweb/%E9%A6%96%E9%A0%81


6.注意事項 為保障學生個人私隱，請留意以下事項﹕ 

⚫ 課堂進行期間請勿錄影、錄音、拍照及截圖。 

⚫ 所有網上實時教學課堂只供本校師生參與，請勿轉載課堂代

碼或連結。 

各位家長、同學，願我們在這段日子繼續一起努力，保持忍耐的心﹔也願同學

們能繼續善用未來的日子，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充實地過每一天。 

願天主保佑各位家長及同學平安！身體健康！ 

 

 

校長                         謹啟 

二零二零年五月四日                                          黃綺霞 

 

-------------------------------------------------------------------------------------- 

學校通告 NO.259A/19-20_APP 

回  條 

有關「P.3-6(11/5-31/5)網上學習安排」事宜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校長：        

本人已詳閱有關通告內容，並知悉一切。 

 

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五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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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停課期間網上實時教學安排 

六年級上課時間表 

一.整體安排如下： 

⚫ 學生分組﹕ 

 A、E 班 B、C 及 D 班 

第一組 1-15 號 1-10 號 
第二組 16-30 號 11 號至餘下號數 

⚫ 時間表 

1.中文、英文、數學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 
11/5  

上午 8﹕30-上午 11﹕30 
 

18/5 
25/5 

    

2.常識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 
15/5 ⚫ 6A、6C 

第一組﹕上午 11﹕00-上午 11﹕30 
第二組﹕下午 12﹕15-下午 12﹕45 
⚫ 6B、6D、6E 

第一組﹕上午 8﹕30-上午 9﹕00 
第二組﹕上午 9﹕45-上午 10﹕15 

22/5 

29/5 

 

二.5 月 11 日、5 月 18 日及 5 月 25 日上課安排 

⚫ 時間﹕上午 8﹕30-上午 11﹕30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第二組 

1. 8:30-9:00 中文 數學 

 9:00-9:30 小息 

2. 9:45-10:15 英文 中文 

 10:15-10:45 小息 

3. 11:00-11:30 數學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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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 月 15 日、5 月 22 日及 5 月 29 日上課安排 

⚫ 6A、6C 班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第二組 

 

1. 11:00-11:30 常識課(1) / 

 11:30-12:00 小息 

2. 12:15-12:45 / 常識課(2) 

 

⚫ 6B、6D、6E 班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第二組 

 

1. 8:30-9:00 常識課(1) / 

 9:00-9:30 小息 

2. 9:45-10:15 / 常識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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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停課期間視像教學安排 

五年級上課時間表 

一. 整體安排如下： 

⚫ 學生分組﹕ 

 A、E 班 B、C 及 D 班 

第一組 1-15 號 1-10 號 
第二組 16-30 號 11 號至餘下號數 

⚫ 時間表 

1.中文、英文、數學 

日期(逢星期二) 時間 
12/5  

上午 8﹕30-上午 11﹕30 
 

19/5 
26/5 

    

2.常識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 
15/5 ⚫ 5A、5B、5C、5D 

第一組﹕上午 8﹕30-上午 9﹕00 
第二組﹕上午 9﹕45-上午 10﹕15 
⚫ 5E 

第一組﹕上午 11﹕00-上午 11﹕30 
第二組﹕下午 12﹕15-下午 12﹕45 

22/5 

29/5 

 

二. 5 月 12 日、5 月 19 日及 5 月 26 日上課安排 

⚫ 時間﹕上午 8﹕30-上午 11﹕30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第二組 

1. 8:30-9:00 中文 數學 

 9:00-9:30 小息 

2. 9:45-10:15 英文 中文 

 10:15-10:45 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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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0-11:30 數學 英文 

 

三. 5 月 15 日、5 月 22 日及 5 月 29 日上課安排 

⚫ 5A、5B、5C、5D 班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第二組 

 

1. 8:30-9:00 常識課(1) / 

 9:00-9:30 小息 

2. 9:45-10:15 / 常識課(2) 

 

⚫ 5E 班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第二組 

 

1. 11:00-11:30 常識課(1) / 

 11:30-12:00 小息 

2. 12:15-12:45 / 常識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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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停課期間視像教學安排 

四年級上課時間表 

一、整體安排如下： 

⚫ 學生分組﹕ 

 A、E 班 B、C 及 D 班 

第一組 1-15 號 1-10 號 
第二組 16-30 號 11 號至餘下號數 

⚫ 時間表 

1.中文、英文、數學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 
13/5  

上午 8﹕30-上午 11﹕30 
 

20/5 
27/5 

    

2.常識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 
15/5  

第一組﹕上午 8﹕30-上午 9﹕00 
第二組﹕上午 9﹕45-上午 10﹕15 

 

22/5 

29/5 

 

二. 5 月 13 日、5 月 20 日及 5 月 27 日上課安排 

⚫ 時間﹕上午 8﹕30-上午 11﹕30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第二組 

1. 8:30-9:00 中文 數學 

 9:00-9:30 小息 

2. 9:45-10:15 英文 中文 

 10:15-10:45 小息 

3. 11:00-11:30 數學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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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5 月 15 日、5 月 22 日及 5 月 29 日上課安排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第二組 

 

1. 8:30-9:00 常識課(1) / 

 9:00-9:30 小息 

2. 9:45-10:15 / 常識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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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停課期間視像教學安排 
三年級上課時間表 

一. 整體安排如下： 
⚫ 學生分組﹕ 

 A、B、C、D 及 E 班 
第一組 1-12 號 
第二組 13 號至餘下號數及中文支援班學生 

⚫ 時間表 
1.中文、英文、數學 

日期(逢星期四) 時間 
14/5 ⚫ 3A、3B 及中文科支援班 

上午 8﹕30-上午 11﹕30 
⚫ 3C、3D、3E 班 
上午 9﹕45-下午 12﹕45 

21/5 
28/5 

    

2.常識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 
15/5  

第一組﹕上午 8﹕30-上午 9﹕00 
 第二組﹕上午 9﹕45-上午 10﹕15 

 

22/5 

29/5 

 
二. 5 月 14 日、5 月 21 日及 5 月 28 日上課安排 

⚫ 3A、3B 及中文科支援班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1-12 號) 

第二組 
(13 號至餘下號數)及 

中文支援班學生 
1. 8:30-9:00 數學 英文 
 9:00-9:30 小息 

2. 9:45-10:15 英文 中文 
 10:15-10:45 小息 

3. 11:00-11:30 中文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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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3D、3E 班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1-12 號) 

第二組 

(13 號至餘下號數) 

1. 9:45-10:15 數學 中文 

 10:15-10:45 小息 

2. 11:00-11:30 中文 英文 

 11:30-12:00 小息 

3. 12:15-12:45 英文 數學 

 

三. 5 月 15 日、5 月 22 日及 5 月 29 日上課安排 

節數 時間 第一組 

 

第二組 

 

1. 8:30-9:00 常識課(1) / 

 9:00-9:30 小息 

2. 9:45-10:15 / 常識課(2) 

 

 



學校通告 NO.259A/19-20_附件二 

一、Jamboard簡介 

Jamboard 是一個協作工具，可在課堂上共同創作及交流意念，並可配合Google 

Classroom 使用，促進教學效能。 

1. 開啟電腦版「Jamboard」步驟 

登入Google Drive  → 在左上角按新增    → 在選單選擇 “Jamboard”  → 

完成新增Jamboard，可開始編輯。 

 

 一般功能 

 

  

畫筆﹕書寫功能 

清除 

便利貼/輸入文字 

插圖 

其他功能﹕ 

-下載成 PDF/ 

-將畫面轉成圖片 

不同頁數 



2. 平板電腦/智能電話版「Jamboard」步驟 

 連結 

Jamboard (Android)                  Jamboard (IOS) 

                        

 下載及進入 

在 App Store / Google Play 下載並安裝 Jamboard應用程式。 

App Store                          Google Play  

          

 

 

   

  

按「繼續」 

輸入 Google帳戶
「sXXXX@twscps.
edu.hk」及密碼 



 功能 

1.一般功能 

    
 

2.其他功能 

    

頁數 

書寫位置 

畫筆﹕書寫功能 

清除 

其他功能 

便利貼/ 

輸入文字 

 
從雲端插入圖片

檔案 

 
拍照插入圖片 

 
從手機圖片庫插

入圖片檔案 

 

輸入邀請對象的電郵，

與他人一起編輯。 

 

複製此 Jamboard的連結，分享此連

結給他人檢視，但對方不可編輯。 

 



3. 管理帳戶 

      

加入其他兄弟姐妹的

Google帳戶 

移除 Google帳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