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9日至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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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一 1. 核對功課 

 •重工(六) 

 •排工（六） 

 •寫工(十一) 

 

*檔案：重工(六)答案 

*檔案：排工(六)答案 

*檔案：寫工(十一)答案 

1. 觀看及學習課業（九） 

《湖水》教學影片。 

2. 完成一下一冊書 P.13-15 

3. 詞語 

(嘩啦、一面、喜歡、照着、晚上) 

(用紙，自行批改，錯字配詞 

改正三次) 

 

 *檔案：課業（九）《湖水》教學影片 

1. 完成課工(十三) 

2. 温習默書(三)範圍 

*檔案：課工(十三) 

*檔案：默書三《湖水》及《白雲》 

*檔案：默書三(廣東話) 

*檔案：默書三(普通話) 

 

1.觀看寫工(十二)六種行為句教學  

  短片。 

2.完成寫工(十二) 

*檔案：寫工(十二)六種行為句教學短片 

 

*檔案：寫工(十二) 

 

1. 排工(七) 

2. 完成一下二冊課本 P.28-29  

 《大自然的想像》聆聽練習， 

 並利用電子簡報核對答案。 

*檔案：排工(七) 

 

*檔案：聆聽練習《大自然的想像》(粵) 

*檔案： 聆聽練習《大自然的想像》 

  電子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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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chin3/student/index.ph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WEWnDLCDRICAcxzBEAi3vQ4m2d4o-1C
https://chinese100.hk/


 

3月 9日至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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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二 1.核對功課 

•成語工作紙(一) 

•排工（七） 

•聆聽練習《苦惱的美兒》 

 

•自主閲讀《爸爸的生日禮物》 

 課後練習 P.87-88 

  

*檔案：成語工作紙(一)(答案) 

*檔案：排工七(答案) 

*檔案：聆聽練習《苦惱的美兒》     

       答案(P.90-91) 

*檔案：自主閲讀《爸爸的生日禮物》 

  答案 (P.87-88) 

1. 學習二下一冊課業（一） 

 《東方之珠》全課。 

2. 觀看課業（一）《東方之珠》 

 第一課節教學影片 。 

3. 完成課文詞語工作紙。 

  

*檔案：課業（一）《東方之珠》第一課

節教學影片 

*檔案：詞語工作紙 

1. 觀看課業（一）《東方之珠》 

 第二課節教學影片。 

2. 完成課工(十三) 

*檔案： 課業（一）《東方之珠》 

 第二課節教學影片 

*檔案：課工(十三)東方之珠 

1.完成《東方之珠》課文問答工作紙 *檔案：《東方之珠》課文問答工作紙 

1. 標工(七) 

2.温習默書(三)課業（一） 

 《東方之珠》及（二） 

 《參觀兒童探知館》 

 (30/3至 3/4請在家自行默書) 

 

*檔案： 標工(七) 

*檔案： 默書(三) （一） 

 《東方之珠》及（二） 

 《參觀兒童探知館》 

*檔案：默書(三)(廣東話) 

*檔案：默書(三)(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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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chin3/student/index.ph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cRvwzt5JqTl9luoN7ZWXPeirH0bCkO3
https://chinese100.hk/


3月 9日至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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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三 1. 核對功課 

   排工（六） 

2. 預習課業（三）《豆豆的小災難》 

   試朗讀課文 

   標上段落 

   並圈出不認識的字詞 

 *檔案：排工六(答案) 

1. 觀看及學習課業（三） 

 《豆豆的小災難》 

 第一課節教學影片。 

2. 完成課本 P.34-35 

3. 完成詞語工作紙 

*檔案：《豆豆的小災難》第一課節 

*檔案： 詞語工作紙_課業三 

 《豆豆的小災難》 

1. 觀看課業（三）《豆豆的小災難》

 第二課節句式及記敍方法 

 教學影片 

2. 完成課本 P.36-37 

*檔案：《豆豆的小災難》第二課節 

 

1. 完成課工(十三) 

2. 排工(七) 

*檔案：課工十三《豆豆的小災難》 

*檔案：排工(七) 

1. 邀請卡(七) *檔案：邀請卡(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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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chin3/student/index.ph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BfmPOWAA2HubMAjETVCaPJvwgV4aJv0
https://chinese100.hk/


3月 9日至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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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平台位置 

四 核對功課 

1. 閱工 3 

2.《蘇珊的帽子》課後練習 

 (四下二冊單元六 P.33-35) 

3.《蘇珊的帽子》課工 13 

4. 聆聽練習 

 (四下一冊單元四 P.86-87) 

5. 標工 6 

6. 《風箏》自主閱讀練習 

 (四下一冊單元三 P.59-63)  

 

*檔案：閱工 3答案 

*檔案：《蘇珊的帽子》_答案 

 (四下二冊單元六 P.33-35) 

*檔案：《蘇珊的帽子》課工 13答案版 

*檔案：聆聽練習_答案 

 (四下一冊單元四 P.86-87) 

*檔案：標工 6答案版 

*檔案：《風箏》_答案 

 (四下一冊單元三 P.62-63) 

1. 閱讀課業十二《爸爸失業之後》

 理解文章大意 

2. 查字典《爸爸失業之後》 

*檔案：《爸爸失業之後》第一節 

 教學影片 

1. 《爸爸失業之後》詞語 

2. 課工 14《爸爸失業之後》 

*檔案：《爸爸失業之後》第二節 

 教學影片 

*檔案：詞語紙《爸爸失業之後》 

*檔案：課工 14《爸爸失業之後》 

1. 認識「描述人物心理的詞語」 

 

2. 完成課本 P.40(一)「説寫活動」 

*檔案：認識「描述人物心理的詞語」

 學習影片 

*檔案：課本 P.40(一)「說寫活動」 

 學習影片 

1. 背誦課文默段及温習默詞 

 《蘇珊的帽子》 

  *19/3(四)默書課業十一 

2. 標工 7 

*檔案：《蘇珊的帽子》默書工作紙 

 

 

*檔案：標工 7_學生版 

1. 自主閱讀及完成課後練習

 (P.21-25)單元五《愛的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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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chin3/student/index.ph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f9H8fg32sDbwYSU_cSFeG52sCZY9HwR
https://chinese100.hk/


3月 9日至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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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五 1. 核對上週功課答案 

 * p.50-51聆聽練習 

 * P.70-71聆聽練習 

  *長河_模擬試卷二 

 *長河_篇章理解二 

 *長河_篇章理解三 

 

2. 學習課業十三《西湖風光》 

(五下二冊 P. 50 ) 

❖ 使用電子課本，聆聽字讀音及 

課文朗讀 

❖ 朗讀課文 3 次 

❖ 利用詞典，查找以下詞的意思，

並寫在課文空白處 

瀰漫、搖曳、亭亭玉立、景致、 

美不勝收 

 

*檔案 1：p.50-51聆聽練習(答案) 

*檔案 2：P.70-71聆聽練習(答案) 

*檔案 3：長河_模擬試卷二(答案)  

*檔案 4：長河_篇章理解二(答案) 

*檔案 5：長河_篇章理解三(答案) 

 

1 . 學習五下一冊課業（十三） 

 《西湖風光》全課。 

2. 觀看課業（十三）《西湖風光》 

 第一課節教學影片 。 

 

 

*檔案 6：《西湖風光》 

 第一課節_課文講解 

1.  思考課後問題(完成課業十三 

《西湖風光》書 P.53) 

2.  觀看課業（十三）《西湖風光》 

第二課節教學影片 。 

3. 完成便條(二)工作紙 

 
 

*檔案 7：《西湖風光》 

 第二課節_課文問答 

*檔案 8:便條(二) 

1.  學習句式(「由於……因此……」)，

完成課業十三《西湖風光》書 P.54。 

2.  觀看課業（十三）《西湖風光》 

第三課節教學影片 。 

 

 

*檔案 9: 《西湖風光》  

 第三課節_句式 

1. 完成課工(十二) *檔案 10: 課工(十二)_西湖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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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chin3/student/index.ph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TznMp5eNZkCumFwq88S3WjuMuhxSpYO
https://chinese100.hk/


3月 9日至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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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六 核對功課 

1. 課工(十五) 

2. 閲工(八) 

*檔案： 

課工 (十五)工作紙答案 

閲工 (八)工作紙答案 

 自學課程： 

1. 學習六下一冊延伸單元 

 《要做則做》 

2. 欣賞教學短片： 

 (一)第一節 

 (二)第二節 

開啟教學短片檔案: 

*檔案： 

《要做則做》（第一節教學短片） 

《要做則做》（第二節教學短片） 

課業: 

1. 課工(十六) 

2. 閲工(九) 

* 檔案： 

課工 (十六)工作紙 

閲工(九) 工作紙 

請用心溫習背記延伸單元 

《要做則做》第四行至結束： 

「明日復明日，……請君聽我 

《明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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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chin3/student/index.ph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0hb4UO1JIkuwm_VMewlr4N1F6EZhBKt
https://chinese100.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