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17日至 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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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一 1.核對功課 

• 課本 P.19-21 

• 重工（五） 

• 字工（四） 

• 課工（十） 

• 寫工（十） 

*檔案：課本 P.19-21 答案   

*檔案：重工（五）答案 

*檔案：字工（四）答案 

*檔案：課工（十）答案 

*檔案：寫工（十）答案 

1.排工（五） 

2.字工（五） 

*檔案：排工（五） 

*檔案：字工（五） 

1.  學習《把太陽送給媽媽》 

（一下一冊 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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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成書 P.52-55 

2.  温習默書(二)範圍 

登入*電子課本 

*檔案：《把太陽送給媽媽》課文簡報 

*檔案：默書二《把太陽送給媽媽》

及《膽小的爸爸》 

*檔案：默書二(廣東話) 

*檔案：默書二(普通話) 

1. 詞語 5個（送給、睜大、希望、 

許多、開始） 

(用紙，自行批改，錯字配詞改正三次) 

2. 課工（十一） 

*檔案：課工（十一） 

1.標工（五） 

2.抄句子 2次（媽媽回來了，金色的 

太陽照着她，一直把她照到家裏。） 

(用紙，自行批改，錯字配詞改正三次) 

 

*檔案：標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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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folders/1R7xWFSjGRC6ZjjsMCQ72bhOfgXSQ6Y9O
https://chinese100.hk/


2月 17日至 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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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二 1.核對功課 

•排工(六) 

 

*檔案：排工（六）答案 

1. 學習二下 一冊課業（七） 

《愛心三明治》全課。 

*觀看課業（七）《愛心三明治》 

教學影片； 

*同時可使用電子課本，聆聽字詞 

讀音及欣賞動畫。朗讀課文 3次，

圈出深字詞。 

2.完成詞語工作紙（一）。 

3.完成課本（七）《愛心三明治》 

課後練習 P.74-75 。 

 

*檔案：課業（七） 

《愛心三明治》教學影片 

登入*電子課本 

*檔案：詞語工作紙（一） 

 (10個詞語) 

 

 

1.完成課業（七）《愛心三明治》 

課業工作紙（十一）。 

2. 完成課本（七）《愛心三明治》

課後練習 P.76-77 。 

 

*檔案：課業（七）《愛心三明治》

課業工作紙（十一） 

 

 

1. 邀請卡寫作筆記  

2. 標工（六） 

 

*檔案：邀請卡寫作筆記 

*檔案：邀請卡筆記教學影片 

*檔案：標工（六） 

 

1. 邀請卡（一） *檔案：邀請卡（一） 

*檔案：邀請卡（一）工作紙教 

學影片 

1. 重工（六） *檔案：重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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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chin3/student/index.ph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2/folders/1fCuyGMHefA4PxXHOTW-MLdcmN0V8KAtq
https://chinese100.hk/


2月 17日至 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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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三 1. 核對上周功課  

2. 温習默書範圍 

1.核對功課 

*檔案： 

•重工七答案 

•課工十一答案 

2.温習默書檔案：默書二 

《畫蛇添足》、《自相矛盾》 

默書範圍 

 

1.閱工(八) 

 

*檔案：閱工(八) 

1. 學習《自相矛盾》 

(三下 一冊 P.78-79）。 

使用電子課本，聆聽字詞讀音及 

欣賞動畫 。 

2. 朗讀課文 3 次，圈出深字詞。 

觀看課文電子簡報。 

3. 口頭回答書 P.80課文問題 1-5題。 

完成書 P.81-82。 

 

登入*電子課本 

默書錄音： 

第七、八課默書錄音(粵) 

第七、八課默書錄音(普) 

*檔案：自相矛盾_電子簡報 

1. 抄寫詞語 6個（擺賣、吆喝、 

鋒利、堅固、異口同聲、 

張口結舌） 

(用紙每個詞語寫三次，由家長 

批改，錯字配詞改正三次) 

2. 課工（十二） 

 

*檔案：課工（十二） 

1. 根據課文內容 

（三下 一冊 P.78-79），與家人

一同扮演《自相矛盾》故事 

2. 觀看影片(自相矛盾 成語動畫廊)  

 

連結： 

觀看影片(自相矛盾 成語動畫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

HdL9Mk9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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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folders/1yYu2W14d14ASdLtZ_Jvn74wVqrG9Wti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dL9Mk9sd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dL9Mk9sdg
https://chinese100.hk/


2月 17日至 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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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平台位置 

四 1.  核對工作紙 

❖ 字詞工 5 

❖ 課工 2《一次難忘的比賽》 

❖ 標工 5 

❖ 以詞工 5 

❖ 課工 11《諸葛亮巧佈空城計》 

❖ 詞義工 5 

*檔案:字詞工 5_答案 

*檔案:課工 2《一次難忘的比賽》

答案 

*檔案：標工 5_答案 

*檔案：以詞代意 5_答案 

*檔案：課工 11《諸葛亮巧佈空城

計》答案 

*檔案：詞義工 5_答案 

1.  字詞工 6 

2.  用白紙背默 默書一《幼童軍活動》 

 《一次難忘的比賽》 範圍  

*檔案：字詞工 6 

*檔案：默書一《幼童軍活動》 

       《一次難忘的比賽》範圍  

1. 自習及完成書信(一) *檔案：書信格式簡報 PDF 

*檔案：書信(一) 

1. 自習課業八《孫悟空，變變變》 

(四下一冊 P.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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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領、英勇善戰、緝拿、精疲力盡、綽綽

有餘、隨即、罷休、孤零零、蹤影) 

4. 口頭回答課後 P. 76(1-6) 

登入*電子課本 

  

  

1. 課工 12《孫悟空，變變變》 

2. 自主閱讀及完成課後練習(P. 77) 

3. 溫習默書範圍詞語 

 (率領、英勇善戰、緝拿、精疲力盡、綽綽

有餘、隨即、罷休、孤零零、蹤影) 

*檔案：課工 12 

《孫悟空，變變變》 

登入*電子課本 

 

1. 閱工 2 

2.  自習成語 44-50 

 (胸有成竹、高談闊論、得意忘形、

 望梅止渴、深思熟慮、魚目混珠、

 雪中送炭) 

3. 2月 24日至 28日將有成語小測 

*檔案：閱工 2 

*檔案：四年級成語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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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folders/1RDlekGVSX8LwQ0R_hZxTRKBW34-0RmtW
https://chinese100.hk/


2月 17日至 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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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五 1. 核對功課 

❖ 課本 P. 19-27 

❖ 課工(九) 

❖ 便條筆記 

2. 學習課業三《一張便條》(五下一冊 P.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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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天荒、遺失、登時、激動、愣 

3. 口頭回答課後 P. 33(1-5) 

*檔案 1：課本 P. 19-27答案 

*檔案 2：課工(九) 答案 

*檔案 3：便條筆記答案 

*登入電子課本 

 

1. 完成課工(十)P.2(三)問答題 

2. 背誦默書範圍段落 

*檔案 4：課工(十) 

*檔案 5：默書範圍課業三 

《一張便條》 

1. 學習時間副詞，完成課業三《一張便條》 

 課後練習 P.34-35「時間副詞」及「句式」 

❖ 開啟檔案：辨識時間副詞_PDF 

2. 完成課工(十)P.1-2餘下部分 

3. 温習默書範圍 

*檔案 6：辨識時間副詞_PDF 

1. 默書：課業三《一張便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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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0) 

 高深莫測、推己及人、深入人心、  

 理直氣壯、眾目睽睽 

*檔案 7：成語進度(五年級) 

1. 學習便條格式及用法，完成課業三 

 《一張便條》課後練習 P.36及完成便條(一) 

❖ 開啟檔案： 

分析篇章中便條的格式和用法_PDF 

❖ 開啟檔案： 

運用適當的格式寫作便條_PDF 

2. 學習課業四《友好的約會》(五下一冊 P.  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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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瞠目結舌、橫衝直撞、氣沖沖、內疚、相若 

*檔案 8：分析篇章中便條的 

格式和用法_PDF 

*檔案 9：運用適當的格式 

寫作便條_PDF 

*檔案 10：便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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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folders/1leBbHCtSMxHfN2wbUZRNTHKCxQ2UCm-o
https://chinese100.hk/


2月 17日至 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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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2) 

級別 功課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六 1. 核對功課 

 * 標工(八） 

 * 閱工(七） 

 * 課工(十三） 

* 檔案：標工(八）答案 

* 檔案：閱工(七）答案 

* 檔案：課工(十三）答案 

 

1. 學習六下一冊單元三(美妙的旅程) 

 第六課《龍環葡韻》(六下 一冊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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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寫第六課《龍環葡韻》詞語 8個 

各 3遍於 A4紙上。 

(1.修葺；2.煥然一新；3.勾畫；4.簡潔； 

5.歲月；6.目睹；7.幽靜；8.愜意。) 

2. 口頭回答課本 P.62 第 1題、第 3至 5題， 

書面完成課本 P.62第 2題(想一想，再討論)； 

 

* 檔案：默書(四） 

1. 抄寫第六課《龍環葡韻》 

第五段: 「海邊馬路用碎石鋪成…… 

邊欣賞海邊馬路迷人的歐陸風韻。」 

1遍於抄書本上，並要求會背默； 

2. 標工(九)； 

3. 完成課本 P.63 

(學學語文知識：不同類型的形容詞)。 

 

* 檔案：標工(九） 

1. 說工(六)； 

2. 完成課本 P.64表格及文章寫作 

(說寫活動：一、學習從不同的角度 

描述事物及二、運用多角度描寫寫作)， 

文章寫在 A4方格紙上 

 (各班早前已派發備用原稿紙上)。 

 

* 檔案：說工(六） 

 

1. 課工(十四)； 

2. 成語 91-100； 

3. 3月 11日默書四(第五課《薄扶林村剪影》 

及第六課《龍環葡韻》)，請用心温習。 

 

* 檔案：課工(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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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2/folders/1_j0evGqYxaUzJDrwNdWl_WQgaquCZ__W
https://chinese100.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