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10日至 2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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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一 1. 學習第一課《遊花市》 

（一下 一冊 P.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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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回答課後 P.18(1-5) 

 

登入*電子課本 

 

1.完成《遊花市》課後練習 

   P.19- 21  

2.詞語 5個： 

   萬紫千紅、四季、盛開  

   幫忙、彷彿 

(用紙，自行批改，錯字配詞改正三

次)  

3.溫習默範圍 

 

*檔案：默書一《打掃房子》及

《遊花市》  

默書錄音： 

*檔案：默書一（廣東話）或 

*檔案：默書一（普通話）  

 

1.重工（五）  

2.字工（四） 

 

*檔案：重工（五） 

*檔案：字工 （四） 

 

1. 寫工（十） 

2. 課工（十） 

 

*檔案：寫工（十） 

*檔案：課工（十） 

 

1. 默書《打掃房子》及《遊花市》 

 (用紙，自行批改，錯字配詞改正三

次)  

2. 說工（四）（請家長協助完成） 

 

*檔案：默書一（廣東話）或 

*檔案：默書一（普通話）  

*檔案：說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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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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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inese100.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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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二 1. 溫習二下 一冊課業(五)《王冕

畫荷花》及課業(六)《甘羅點

兵》。 

2. 完成課本(五)《甘羅點兵》課後

練習 P.58-59 。 

 

 

1. 寫作工作紙：看圖寫段（七） *檔案:看圖寫段(七) (可參考寫作

指引影片)  

*檔案:看圖寫段_七《聖誕聯歡

會》指引影片.mp4 

 

1. 完成課本（五）《甘羅點兵》 

課後練習 P.60-61 。 

2. 溫習默書： 

課業（五）《王冕畫荷花》及 

課業（六）《甘羅點兵》） 

 

*檔案：默書詞語溫習工作紙- 

  課業（五）《王冕畫荷花》及 

  課業（六）《甘羅點兵》 

 

1. 完作成自主閱讀二下一冊 

P.63-64《勤學的孩子》。 

2. ETV 異口同聲系列(二) 親親大

自然 (部首、比喻法)  

 

* ETV檔案: 異口同聲系列(二) 親

親大自然 (部首、比喻法)  

(中文字幕可供選擇)  

1 .默書：(五)《王冕畫荷花》及  

(六) 《甘羅點兵》 

(自行用紙默詞語，自行批改，錯

字配詞改正三次) 

2. 排工(六)  

 

*檔案:默書錄音(五)(六)  

*檔案:排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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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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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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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三 1. 重工(七) 

2. 温習默書字詞及背誦默段 

默書一 範圍 

《遙控車壞了》、《我的球迷哥哥》 

 

*檔案： 重工(七) 

*檔案：默書一 範圍 

《遙控車壞了》、《我的球迷

哥哥》 

*檔案：《遙控車壞了》、 

《我的球迷哥哥》默書錄音(粵)        

或 

*檔案：《遙控車壞了》、《我

的球迷哥哥》默書錄音(普) 

 

1. 學習《畫蛇添足》 

（三下一冊 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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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回答書 P.74課文問題 1-5  題 

 完成書 P.75-76。 

 

登入*電子課本 

 

1.抄寫詞語 6個: 

一壺、提議、贊成、扔下、不慌不忙、

眼巴巴 

(用紙，請家長批改，錯字配詞改正三

次) 

 

 

1.完作成課工（十一） *檔案：課工（十一） 

 

1.默書《遙控車壞了》《我的球迷哥

哥》 

(用紙，請家長批改，錯字配詞改正三

次) 

 

2. 閱讀課本 P.77《井底之蛙》，口頭回

答 P.77課文問題 1-2題。 

*檔案：默書一 範圍《遙控車壞

了》、《我的球迷哥哥》 

 

*檔案：《遙控車壞了》、《我

的球迷哥哥》默書錄音(粵)        

或 

*檔案：《遙控車壞了》、《我

的球迷哥哥》默書錄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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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chin3/studen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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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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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平台位置 

四 1. 字詞工 5 

2. 課工 2《一次難忘的比賽》 

3. 自習及完成寫作範文 2篇 

 

*檔案：字詞工 5 

*檔案：第二課《一次難忘的比賽》課工 

*檔案：記敍文四_範文 2篇 

1. 標工 5 

2. 温習默書範圍 

   *温習默書字詞及背誦默段 

   *2月 17日至 21日進行默書 

3. 自習成語 36-43 

   2月 24日至 28日將有成語小   

   測 

 

*檔案：標工 5 

*檔案：默書一《幼童軍活動》《一次難

忘的比賽》 範圍   

        

 

*檔案：四年級成語進度 

 

1. 以詞工 5 

2. 寫作 1篇《派發評估卷的一

刻》 

*檔案：以詞代意 5 

*檔案：派發評估卷的一刻_練筆和寫評 

*檔案：派發評估卷的一刻寫作指引簡報

PDF 

 

1. 自習課業七《諸葛亮巧佈空

城計》 

   翻查字典及閱讀，理解文章

大意 

2. 詞義工 5 

 

 

 

 

 

*檔案：詞義辨析工 5 

1. 課工十一《諸葛亮巧佈空城

計》 

2. 自主閱讀及完成課後練習 

(P.21-24)單元一《參觀自然教

育中心》 

3. 聆聽練習 四下一冊單元二

P.42-43 

 

*檔案：諸葛亮巧佈空城計 (課工十一) 

 

自主閱讀 登入*電子課本 

 

 

聆聽練習 登入*電子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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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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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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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五 1. 學習第二課《走進蒙古包》(五下一冊

P.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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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悍、領略、熱忱、嚮往 

● 口頭回答課後 P. 18(1-5) 

 

*登入電子課本 

1. 完成《走進蒙古包》課後練習 P.19-20 

2. 背誦默書範圍段落 

課業一《龍舟競渡》及課業二《走進    

蒙古包》 

 

*檔案：默書範圍課業一《龍舟

競渡》及課業二《走進蒙古包》 

 

1. 課工(九) 

2. 温習默書範圍 

*檔案：課工(九) 

*檔案：默書範圍課業一《龍舟

競渡》及課業二《走進蒙古包 

》 

1. 默書：課業一《龍舟競渡》及課業二

《走進蒙古包》 

● 默 15個詞語及背默段落 

● (用紙，自行批改，錯配詞改正三次) 

2. 學習成語(1-5) 

 

*檔案：詞語及成語表 

*檔案：成語範圍 

2. 完成便條筆記 

3. 學習自主閱讀《觀賞賀歲煙花》(五

下一冊 P.21-22) 

● 朗讀課文 

● 完成課後練習 P.23-25 

4. 視訊練習：五下一冊單元一 P.26-27  

 

*檔案：便條筆記 

視訊練習*登入電子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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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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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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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六 1.學習六下一冊單元三(美妙的旅程) 

第五課《薄扶林村剪影》(六下 

一冊 P.54）， 

● 使用電子課本，聆聽課文、詞庫

及欣賞動畫 

● 朗讀課文 3次，圈出生詞 

 

登入*電子課本 

 

1.抄寫第五課《薄扶林村剪影》 

詞語 7個各 3遍 

● 於 A4紙上。(1.遺跡；2.比比皆

是；3.悠久；4.茂密；5.縱橫交

錯；6.屆時；7.變遷。) 

2.口頭回答課本 P.57(1-6) 

(想一想，再討論)。 

 

*檔案：默書(四)範圍 

 

1.標工(八)； 

2.完成課本 P.58(學學課文知識-選擇

複句)。 

 

* 檔案：標工(八） 

1.閱工(七)； 

2.完成課本 P.59(閱讀活動-認識多角

度描寫)。 

 

* 檔案：閱工(七） 

1. 課工(十三)； 

2. 成語 81-90。 

3. 3月 4日(星期三)說明文寫作， 

請用心温習； 

4. 3月 6日(星期五)默書三 

《二、魯迅》，請用心温習。 

 

* 檔案：課工(十三） 

* 檔案：默書(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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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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