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中文科

*電子課本：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現代中文網」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1 (2-6/3)
級別
一

功課
1. 核對功課：
課工(十二)
閱工(三)
標工(六)
課本 P.59-61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檔案：課工(十二)答案
*檔案：閱工(三)答案
*檔案：標工(六)答案
*檔案：課本 P.59-61 答案

2. 學習自主閱讀《媽媽的眼睛》
(一下一冊 P.62-63 )。
使用電子課本，聆聽字詞讀音及
欣賞動畫。
朗讀課文 3 次，圈出深字詞。
完成課本 P.64-65 的自我檢測站

登入*電子課本
*檔案：《媽媽的眼睛》

3. 寫作--寫工(十一)段落寫作(三)

*檔案：寫工(十一) 電子簡報
*檔案：寫工(十一)

完成
4. 重工(六)
5. 排工(六)
6. 聆聽《爸爸生病了》
完成課本 P.66-67 聆聽練習，
並利用電子簡報核對答案。
7. 名著欣賞《小毛蟲》
觀看中外名著系列-《小毛蟲》

*檔案：重工(六)
*檔案：排工(六)
課本 P.66-67
*檔案：聆聽練習《爸爸生病了》
電子簡報
*檔案：聆聽練習《爸爸生病了》(粵)
*檔案：《小毛蟲》(粵)
*檔案：《小毛蟲》(普)

請每天完成「中文百達通」網上練習:
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中文百達通」

3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中文科

*電子課本：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現代中文網」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2 (2-6/3)
級別
二

功課
1. 核對功課：
•課業工作紙(十二)
•閱工(六)
•課業八《美辰的願望》
課後練習 P.81,82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檔案：課工(十二)答案
*檔案：閱工(六)答案
*檔案：課業八《美辰的願望》課
後練習答案 P.81,82

2. 學習二下 一冊自主學習
登入*電子課本
《爸爸的生日禮物》P.85-86：
*登入電子課本，欣賞《爸爸的生日禮
物》動畫影片，標段並圈出深字詞。
3. 完成課本自主閲讀《爸爸的生日禮物》
課後練習 P.87-88 。
4. 成語(一)
*檔案：成語(一)教學影片
開啟成語(一) 教學影片，學習成語： *檔案：成語工作紙(一)
(喜氣洋洋、天朗氣清、自由自在、
青山綠水、 秋高氣爽)
5. 完成成語工作紙(一)
6. 聆聽練習：
完成二下 一冊聆聽練習 P.90-91

*檔案：聆聽《苦惱的美兒》
(廣東話)

7. 排工(七)

*檔案：排工(七)

8. 温習默書(二)課業
(七)《愛心三明治》及
(八)《美辰的願望》

*檔案：默書(二)
(七)《愛心三明治》
(八)《美辰的願望》
*檔案：默書(二)(廣東話)
*檔案：默書(二)(普通話)

(9/3 至 13/3 請在家自行默書)

請每天完成「中文百達通」網上練習:
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中文百達通」

3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中文科

*電子課本：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現代中文網」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3 (2-6/3)
級別
三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1. 核對上星期功課：成語練習

*檔案：成語練習答案

2. 排工(六)

*檔案：排工(六)

3. 學習描寫人物詞語，運用人物描寫
方法寫作時將會用到這些詞語。朗
讀詞語三次，用紙抄寫一次。

*檔案：描寫人物詞語

4. 寫作—學習運用人物描寫方法寫作
記敍文(四) (用紙完成)

*檔案：範文一《我迷路了》
*檔案：範文二《迷路記》
*檔案：寫前準備工作紙 (四)
*檔案：短文(四)電子簡報

5. 聆聽練習《小狼的故事》
目標：
我想學
⬜ 分析及綜合說話內容
⬜ 仔細聆聽，認真思考
⬜ 其他：______________

課本 P.28-29
*檔案：《小狼的故事》聆聽錄音
*檔案：聆聽練習《小狼的故事》
解題及答案簡報

開啟課本 P.28-29，完成聆聽練習，將答案
寫在書本上，然後自行核對答案。
6. 欣賞成語故事—草船借箭
和家人一起扮演一下這個故事吧！

*檔案：草船借箭(粤语)
*檔案：草船借箭(普通话)

請每天完成「中文百達通」網上練習:
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中文百達通」

3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中文科
*電子課本：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現代中文網」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4 (2-6/3)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平台位置
四

核對工作紙及練習：
1. 《武松打虎》自主閱讀練習(單元四)
2. 聆聽練習(四下一冊單元二 P.42-43)
3. 字詞工 7
4. 成語小測

*檔案: 《武松打虎》_答案(課本 P.83)
*檔案: 聆聽錄音《古詩分享》
(課本 P.42-43)
*檔案: 聆聽練習_答案
(四下一冊單元二 P.42-43)
*檔案: 字詞工 7_答案
*檔案: 成語小測_答案

1. 自習課業十一《蘇珊的帽子》(四下二冊單
元六 P. 30-31)
2. 使用電子課本，聆聽字讀音及課文朗讀
3. 朗讀課文 3 次
4. 利用詞典，查找以下詞的意思，並寫在課
文空白處
(治療、光禿禿、鄭重、宣佈、熟悉、
遲疑、五花八門)
5. 口頭回答課後 P.32
6. 聆聽練習(四下一冊單元四 P.86-87)

登入*電子課本

1. 課業十一《蘇珊的帽子》課後練習(四下二
冊單元六 P.33-35)
2. 課工 13《蘇珊的帽子》

*檔案：課工 13《蘇珊的帽子》
*檔案：句式簡報(課本 P.33-35)
*檔案：誇張法簡報(課本 P.33-35)

1. 書信(二)
2. 自習成語 51-55
(喜出望外、遊手好閒、為非作歹、
無微不至、開門見山)

*檔案：書信(二)
*檔案：四年級成語進度

1. 用白紙背默 默書二《諸葛亮巧佈空城計》
《孫悟空，變變變》範圍
2. 標工 6

*檔案：默書二《諸葛亮巧佈空城計》
《孫悟空，變變變》_學生版
*檔案：標工 6

1. 《風箏》自主閱讀練習
(四下一冊單元三 P.59-63)
2. 閲工 3

*檔案：閱工 3

*檔案：聆聽錄音《西遊記》(課本 P.86-87)

請每天完成「中文百達通」網上練習:
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中文百達通」

3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中文科

*電子課本：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現代中文網」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5 (2-6/3)
級別
五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1. 核對上週功課答案
*課工十一_友好約會
*課後練習 P.47-48
*標工(七)
*長河篇章理解一

*檔案 1：課工十一_友好約會_答案
*檔案 2：書_P.47-48
*檔案 3：標工(七)
*檔案 4:長河篇章理解一

2. 閱讀記敍文二範文(圈出佳詞和佳句)
3. 温習默書範圍段落
4. 完成課本(五下一冊)聆聽練習
P.50-51
5. 完成長河篇章理解二

*檔案 5：記敍文(二)範文
*檔案 6：默書範圍課業四
《友好的約會》
*檔案 7：P.50-51 聆聽練習
*檔案 8：長河篇章理解二.pdf

6. 完成長河模擬試卷二
(用紙或使用答題紙完成)，包括：
*聆聽
*閱讀理解
*短文寫作

*檔案 9：長河模擬試卷二聆聽
*檔案 10：長河模擬試卷二(問題)
*檔案 11：長河_模擬試卷二(答題
紙)

7. 完成課文(五下一冊)聆聽練習
P.70-71
8. 默書：課業四《友好的約會》默 15 個
詞語及背默段落(用紙,自行批改，
錯配詞改正三次)
9. 完成長河篇章理解三

*檔案 12：P.70-71 聆聽練習

10. 完成寫作記敍文(二)
(用謄文紙完成、字數不少 300 字)

*檔案 14:記敍文(二)

*檔案 13:長河篇章理解三.pdf

請每天完成「中文百達通」網上練習:
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中文百達通」

3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自主學習功課總表
中文科

*電子課本：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現代中文網」
*檔案：點擊此處到檔案下載位置 P.6 (2-6/3)
級別
六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1. 核對功課：
標工(十)
課文問答溫習工作紙(四)

*檔案：
標工十答案
課文問答溫習工作紙(四) 答案

2. 自學課程：
1. 學習六下一冊延伸單元延伸單元
《二子學弈》
2. 欣賞教學短片：
(一)第一節
(二)第二節

*檔案:
二子學奕(第一節教學短片)
二子學奕(第二節教學短片)

3. 課業：
1. 課工(十五)
2. 閲工(八)

*檔案：
課工 (十五) 工作紙
閱工 (八) 工作紙

請每天完成「中文百達通」網上練習:
學校網頁/ 學生/ 網上學習平台/ 中文科/ 「中文百達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