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長/同學：
中文科課本聆聽及視訊功課安排

如學生在本週前獲通知需完成課後聆聽或視訊功課，請注意以下事項，
現安排如下:
1. 課本視訊功課取消。
2. 課本聆聽音段檔案，已上載到雲端系統，學生可於「發放該功課的週次」，
下載音段完成課後聆聽功課。
3. 學生可於 3 月 2 日至 6 日雲端系統下載檔案，核對本週前聆聽功課的答
案。

因技術問題造成不便，請見諒！
大家繼續努力！
中文科組示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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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2)
級別
一

功課
1.核對功課
•課本 P.52-55
•排工（五）
•字工（五）
•標工（五）
•課工（十一）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核對功課
*檔案：
•課本 P. 52-55 答案
•排工（五）答案
•字工（五）答案
•標工（五）答案
•課工（十一）答案

1. 學習第一課《膽小的爸爸》
（一下 一冊 P.56-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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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1

登入*電子課本

1. 詞語
(膽小、為甚麼、回答、緊緊、抓住）
(用紙，自行批改，錯字配詞改正三次)
2. 課工（十二）

*檔案：課工（十二）

1. 閱工（三）
*檔案：閱工（三）
2. 默書《把太陽送給媽媽》及
*檔案：默書二(廣東話)
《膽小的爸爸》
*檔案：默書二(普通話)
(用紙，自行批改，錯字配詞改正三次)
1.說工（五）(請家長協助完成)
2. 標工（六）

*檔案：說工（五）
*檔案：標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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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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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8/2)
級別
二

功課
1. 核對功課
 課業工作紙（十一）
 標工（六）
 重工（六）
 邀請卡（一）
 課本（七）《愛心三明治》
課後練習 P.74-77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檔案：課業工作紙（十一）答案
*檔案：標工（六）答案
*檔案：重工（六）答案
*檔案：邀請卡（一）答案
*檔案：課本（七）《愛心三明治》
課後練習 P.74-77 答案

1.學習二下一冊課業（八）
《美辰的願望》全課。
2. 觀看課業（八）《美辰的願望》
教學影片 。
3. 完成詞語工作紙（二）。

*檔案：課業（八）《美辰的願望》
教學影片
*檔案：詞語工作紙（二）
（10 個詞語）

1. 完成課業（八）《美辰的願望》
課業工作紙（十二）。
2. 完成課本（八）《美辰的願望》
課後練習 P.81-82。

*檔案：課業（八）《美辰的願望》
課業工作紙（十二）

1. 學習補段成篇（二）
《快樂的生日》。
2. 完成補段成篇（二）
《快樂的生日》寫作工作紙。

*檔案：補段成篇（二）
《快樂的生日》教學影片
*檔案：補段成篇（二）
《快樂的生日》寫作工作紙

1. 閱工（六）

*檔案：閱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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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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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2)
級別
三

功課
1. 核對上星期之功課
2. 閱讀─閱讀《守株待兔》
(三下 一冊 P.85-86)，並完成書 P.87。
3. 温習默書範圍，2 月 28 日進行默書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1.核對功課：
 檔案：閱工(八)
 檔案：預工（十二）
 檔案：課工（十二）
2.温習默書：
檔案：默書二《畫蛇添足》、
《自相矛盾》默書範圍

1. 利用人物動態描寫 PPT，温習描寫人物
反應的寫作技巧。
2. 利用表情或反應寫作詞語表，自學相關
詞語，並選取 12 個詞語作默寫。



1. 按成語進度表第 31-45 項，利用成語自
學 PPT 自學成語 15 個，完成成語練習。








1. 利用書信筆記及書信範例，自學實用文書
信格式，並完成書信(一)





1. 默書課業七《畫蛇添足》、課業八
《自相矛盾》(用紙，由家長批改，
錯字配詞改正三次)
2. 以小組討論 PPT 內容自學小組討論技
巧，温習說工(四)小組討論筆記，並與
家人一起完成說工(五)。








檔案：表情或反應寫作詞語
檔案：人物動態描寫

檔案：三年級成語進度
檔案：成語自學
檔案：成語練習
檔案：書信筆記
檔案：書信範例
檔案：書信(一)
檔案：默書二《畫蛇添足》、
《自相矛盾》默書範圍
檔案：《畫蛇添足》、《自相
矛盾》默書錄音(粵)
檔案：《畫蛇添足》、《自相
矛盾》默書錄音(普)
檔案：小組討論
檔案：說工(四)
檔案：說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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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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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2)
級別
四

功課
核對工作紙
1.字詞工 6_答案
2.課工 12《孫悟空，變變變》
3.閱工 2
核對課本
1.課後練習(P. 77)
1.背誦課文默段及温習默詞(七、八課)
*5/3 星期四進行默書
2. 自習及完成寫作範文 2 篇

檔案名稱/平台位置
*檔案: 字詞工 6_答案
*檔案: 課工 12
《孫悟空，變變變》_答案
*檔案: 閱工 2 _答案
*檔案:課後練習(P. 77)_答案

*檔案：默書二《諸葛亮巧佈空城計》
《孫悟空，變變變_學生版
*檔案：記敍文五_範文 2 篇

1. 温習成語 36-50
27/2 星期四進行成語小測
1. 寫作 1 篇《一次難忘的比賽》

*檔案：
 《一次難忘的比賽》寫作指引簡
報
 「座右銘」與「諺語」簡報
 一次難忘的比賽_練筆和寫評

1. 小測成語 36-50
2. 字詞工 7

*檔案：成語小測
*檔案：字詞工 7_學生版

1. 自主閱讀及完成課後練習 (P.80-85)
單元四《武松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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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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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2)
級別
功課
五 1. 核對上週功課答案
*課工十一_一張便條
*書 P.34-36
2. 重温第四課《友好的約會》
(五下一冊 P. 38-40 )
* 使用電子課本，聆聽字讀音及課文
朗讀
* 朗讀課文 3 次
3. 口頭回答課後 P. 41(1-6)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檔案 1：課工十_一張便條_答案
*檔案 2：書_P.34-36
*登入電子課本

1. 完成課工十一
2. 背誦默書範圍段落

*檔案 3：課工十一_友好約會
*檔案 4：默書範圍課業一《友好的
約會》
3. 學習説話技巧，完成課業四《友好約會》 *檔案 5：説話. ppsx
書 P.44。
*開啟檔案 6：説工七.pdf
*檔案 6：説工七.pdf
1. 學習句式(「既然……那麼……」)，
完成課業四《友好約會》書 P.42。
*開啟檔案 7：句式. ppsx
2. 學習掌握邊聽邊記重點的方法，
並完成書 P.43。
*開啟檔案 8：
掌握邊聽邊記重點的方法. ppsx
1. 長河篇章理解一
2. 學習標點符號

*檔案 7：句式. ppsx

*檔案 8：掌握邊聽邊記重點的方
法.ppsx

*檔案 9:長河篇章理解一.pdf
*檔案 10：標工七.pdf

1. 學習自主閱讀《好朋友》
(五 下一冊 P.45-46)
2. 朗讀課文
3. 完成課後練習 P.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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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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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2)
級別
六

功課
1. 學習六下一冊單元三(美妙的旅程)
自主閱讀《遊黃鶴樓》
(六下 一冊 P.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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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欣賞短片：
大陸尋奇_湖北_武漢_黃鶴樓
https://youtu.be/s8QGFxW4otM

檔案名稱/ 平台位置
登入*電子課本

1. 完成課本 P.67(自我檢測站 1-9 題)

* 檔案：
自主閱讀_遊黃鶴樓_自我檢測
站答題分析 ppt

* 檔案：
自主閱讀_遊黃鶴樓_課文段落
主旨 ppt

1. 閱讀課本 P.69(自學角)及瀏覽香港古物
古蹟辦事處的網站；
https://www.amo.gov.hk/b5/main.php
2. 運用多角度描寫的手法，寫一篇
70-100 字短文，描述一個香港法定古跡，
文章寫在 A4 格子紙
(各班早前已派發備用原稿紙上)。
1. 標工(十)。
2. 温習六上二冊第九、十課及
六下一冊第一課。

* 檔案：標工(九）答案
* 檔案：標工(十）

1. 課文問答温工(四)；
2. 温習六下一冊第二、五及六課。

* 檔案：課工(十四）答案
* 檔案：課文問答温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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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