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瑪大肋納學校 

4 月 6 日至 10 日停課期間 K3學生自學內容 

學習領域 學習內容 

語文 
寫字 

1.學習姐、媽 

2.自己的姓名 

兒歌 《一點一滴》 

英文 

認字 Review: rain, sky, dry, wet, raincoat, umbrella 

寫字 A-Z ,a-z 

串字 four, five 

句子 
Can I borrow your umbrella?  

Here you are. 

數學與 

科學 

1. 順寫數字 41-50。 

2. 順寫中國數字一至十。 

3. 學習 70以內的前後數。 

4. 複習 10以內的加法。 

5. 科學實驗：膠瓶與泥膠的浮沉。 

常識 
1. 認識清明節的意義和習俗。 

2. 認識掃墓時需注意的事項。 



閱讀 

《弟子規》出則弟  

騎下馬 乘下車 過猶待 百步餘  

長者立 幼勿坐 長者坐 命乃坐  

尊長前 聲要低 低不聞 卻非宜 

健康與 

體育 

1. 拍掌接球。 

2. 吸紙王。 

3. 正確的站立行走姿勢。 

音樂 《讓我閃耀》 

美勞 勞作：復活小兔 

                   各位家長，此份自學內容只需閱覽，不需列印，謝謝！ 

 



語文內容 兒歌 一點一滴 
    水點落在泥土裏， 

        一點一點，小草愛吸水。 
           水點落在小河裏， 
        一口一口，小狗愛喝水。 
           水點來到我家裏， 
        一點一滴，我會珍惜水。 
 



英文內容 

Can I borrow your           ? 

 

 

“Can I borrow your umbrella?” 
意思是請問可以借你的雨傘給我嗎？ 

“Here you are?” 

意思是這個給你。 

 



數學內容 
前後數 

l 2 3 4 5 6 7 8 9 10 

ll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20 

2l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l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l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l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l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前 後 
在唱數時，我們都會由少至多來數數，
因此前數的數字會少，後數的數字會

多。 

 
 
 

除了從唱數得知答案外，我們還可推理
答案。看一看以下例子： 
  ?   62   ?  

  61  62   63  

這個數在62的前方， 
是比62少1的數。 
 

這個數在62的後方， 
是比62多1的數。 
 



常識內容 

清明節是中國傳統的重要節日。這一天，

人們會去墳場(墓園)掃墓祭拜祖先，主要
是為了懷念已逝去的先人，並且表示對祖
先的感謝。 

清明節依照農曆是春分後15天，通常多

在新曆的4月5日，有時會在4月4日。 
 

清明節的意義 

兒童文化教材 文化篇 7. 華人重要的節日—清明節      http://edu.ocac.gov.tw/biweekly/653/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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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內容 

清明節那天，會帶備一些物品與家人一起去墳場(墓園)
掃墓祭拜祖先。 

清明節的習俗 

兒童文化教材 文化篇 7. 華人重要的節日—清明節      http://edu.ocac.gov.tw/biweekly/653/j.htm 

 

鮮花 

水果 

香燭 

紙錢 

http://edu.ocac.gov.tw/biweekly/653/j.htm
http://edu.ocac.gov.tw/biweekly/653/j.htm


常識內容 
掃墓時注意事項 

緊隨家人，別隨處走動。 清除墓地周圍雜草再祭拜。 



常識內容 
掃墓時注意事項 

祭拜完畢後需清理物品及 
待火種熄滅後才離開。 

否則會釀成 
火災！ 



健康與體育 

良好的姿勢需要從小養成，要想孩子有 
強健骨骼、良好體態，正確姿勢是很重 
要的。不正確的姿勢會對孩子的外觀以 
及骨關節有不良的影響，也可能影響成 
長後的心理狀態與生活品質。 



健康與體育 

正確的站立姿勢 

參考網址：培養孩子正確形體姿勢從坐立行走開始 https://kknews.cc/baby/bqaemym.html 

兩眼平視前方，收下巴。 

雙腳與肩同寬。 

不聳肩， 
兩臂自然下垂。 胸稍前挺，微收腹。 

身體的重心處於兩足間的前端，讓
脊椎自然向上延伸，站得端正穩健。 

https://kknews.cc/baby/bqaemy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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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體育 

孩子已經駝背了怎麼辦？ 
家長可以每天讓孩子靠牆站立，後腦勺、雙肩、
臀部、小腿肚及腳後跟都緊貼牆面，膝蓋、腳跟
併攏。每天做15分鐘，家長和孩子一起站，可以
增強孩子的興趣和堅持的毅力哦。 
 
 

參考網址：培養孩子正確形體姿勢從坐立行走開始 https://kknews.cc/baby/bqaemym.html 

正確的站立姿勢 

https://kknews.cc/baby/bqaemym.html
https://kknews.cc/baby/bqaemym.html


健康與體育 

參考網址：培養孩子正確形體姿勢從坐立行走開始 https://kknews.cc/baby/bqaemym.html 

正確的行走姿勢 

軀幹保持正直和平衡。 

兩肩和兩臂自然下垂。 

膝節和腳尖應該正對前進
方向。 

兩臂前後自然擺動，前臂
略彎，後臂擺直。 

前腳跟落地。 

家長可於家中地上畫兩條平
行的直線，其間距為8～10厘
米，讓孩子沿著直線走練習。 

https://kknews.cc/baby/bqaemy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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