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家長： 

 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關係，教育暨青年局已宣布小學教育階段春

節假期後延遲復課。現小學部學生 5月 4至 8日在家自學的安排如下： 

語文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複習】 

朗讀上學期第 9課課文及字詞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8081v53OOg 

【作業】 

做《同步特訓》P.42 

二 
【複習】 

朗讀上學期第 10課課文及詞語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zygcQG2jY&list=TLPQMTcwNDIwMj

CA8MWwCU3jZQ&index=3 

【作業】  

分辨下列句子，運用擬人法，在( )內填；不是填。(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1. 我家的水仙花開了。-----------------------------(   ) 

2. 晚上，天上的星星在眨眼。--------------------(   ) 

3. 勤勞的蜜蜂在花間採蜜。-----------------------(   ) 

4. 北風打開了書本。--------------------------------(   ) 

5. 黃昏的時候，太陽伯伯回家去了。-----------(   ) 

運用提供的詞語及擬人法續寫句子。 

1. 七色的衣服 

  天邊的彩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散步 

  自行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預習】 

三下一第 2課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M5A61oLyU 

【作業】  

做三下一書本 P.9第 3題表格。(用鉛筆做) 

四 
【預習】 

成語單元五《買櫝還珠》《磨杵成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8081v53OO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zygcQG2jY&list=TLPQMTcwNDIwMjCA8MWwCU3jZQ&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zygcQG2jY&list=TLPQMTcwNDIwMjCA8MWwCU3jZQ&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M5A61oLyU


【網絡視頻】 

《買櫝還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wnp6JX36o 

《磨杵成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lZk7E9rU 

【作業】 

觀賞影片後回答問題。(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1. 《買櫝還珠》這個故事的商人最後買了甚麼？ 

2. 《磨杵成針》是講述誰的故事？ 

3. 有一個人買文具，只在乎漂亮的款式，卻忽略了實用性，可以用哪一個

成語來形容這樣的行為呢? 

五 
【預習】 

五下一第 1課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PWQmX_76c 

【作業】 

根據上面網絡視頻或教科書內容，完成問答題。 

(要抄題目並以完整句子作答和用紙做) 

1. 九寨溝在哪裡? 

2. 九寨溝高山湖泊的水是怎樣的? 

3. 九寨溝高山湖泊裡的樹像甚麼? 

4. 九寨溝有甚麼值得遊覽的地方? 

六 
【預習】 

六下一第 1課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lbxXlvwEk&t=475s 

【作業】 

辨析下面運用對比手法的句子，是的，在括號內加，不是加。 

(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1. 用功的人把學習當成樂趣，懶惰的人把學習當成苦事。    (     ) 

2. 你做的飯菜比我做的好吃。                                                    (     ) 

3. 老師像園丁，栽培着我們；老師像明燈，指引着我們。    (     ) 

4.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     ) 

運用對比的修辭手法，續寫下面的句子。(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1. 姐姐的房間乾淨整齊，妹妹的房間則___________。 

2. 比賽結束了，勝出的一方欣喜若狂，落敗的一方_________。 

3. 北半球的許多國家下着雪，南半球的城市則是_________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wnp6JX36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lZk7E9r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PWQmX_76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lbxXlvwEk&t=475s


4. 當美儀輕輕鬆鬆跑完八百米全程，我還在__________。 

註: 澳門特區政府設有全民閱讀平台，本澳市民只要登入 

http://www.library.gov.mo/zh-hant/library-collections/e-resources 

網站，不需要註冊帳號，免費閱讀網上約萬種圖書及千種暢銷雜誌。 

有興趣的家長或學生歡迎瀏覽。 

英文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預習】 

下學期第 1課 Colorful toys課本 P.7生字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RbX4UTOG8 

 【作業】 

抄寫下列每個生字各四次（用紙做） 

1. a doll    2. a robot    3. a teddy bear    4. a gun   

5. a car     6. a train     7. a plane             8. a ball 

二 【預習】 

下學期第 1課 Let’s help at home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Fu5pCIRxU 

【作業】 

抄寫下學期第 1課 P.7  1-9 生字（一中四英並用紙和鉛筆做） 

三 【預習】 

下學期第 1課 Helping others 

【網絡視頻】 

請同學温習形容人之感覺的生字。 

https://youtu.be/o5jZIswSfSE 

【作業】 

抄寫下學期第 1課 1-10生字（一中四英並用紙和鉛筆做） 

四 【預習】 

下學期第 1課課文 Holiday plans 

下學期文法書第 17課 Adjective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94cdAyyPj3Q 

【作業】 

温動詞 1-20  預習下學期第 1課生字及 IP. P.1-4 

做 C.B. P.18-19（做文法書 P.51-52  Ex.45-46 用鉛筆做） 

http://www.library.gov.mo/zh-hant/library-collections/e-resourc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RbX4UTOG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Fu5pCIRxU
https://youtu.be/o5jZIswSfS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4cdAyyPj3Q


五 【預習】 

下學期第 1課課文 Going on a trip 

下學期文法書第 19課 The Verb ‘To Do’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PwIgmhePl8&feature=share 

【作業】 

温動詞 1-20  預習下學期第 1課生字及 IP. P.1-4  

做 C.B. P.18-19（做文法書 P.51-52  Ex.67-70 用鉛筆做） 

六 【預習】 

下學期第 1課課文 TV Time 

下學期文法書第 19課 Conditional ‘If ’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35-2pWpU&feature=share 

【作業】 

温動詞 81-111  預習下學期第 1課生字及 IP. P.1-4 

做 C.B. P.18-19（做文法書 P.61-62  Ex.73-75 用鉛筆做） 

數學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預習】 

下學期第 32課澳門的硬幣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CI85UCxUxc 

【作業】 

預習下學期課本 P. 36-39 

預習下學期作業本 P. 17 

請用鉛筆作答。 

二 【預習】 

下學期第 24課 平均分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F0oPP6Af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HMlgtTaRo 

【作業】 

預習下學期課本 P. 4-7 

預習下學期作業本 P. 2 

請用鉛筆作答。 

三 【預習】 

下學期第 25課兩位數與整十數的乘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PwIgmhePl8&feature=sh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35-2pWpU&feature=sh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CI85UCxUx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F0oPP6Af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HMlgtTaRo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hNuS1mL1k 

【作業】 

預習下學期課本 P. 4-6 

預習下學期作業本 P. 2-3 

請用鉛筆作答。 

四 【預習】 

下學期第 24課近似值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FtOXkFvL0  

【作業】 

預習下學期課本 P. 11-14 

預習下學期作業本 P. 4 

請用鉛筆作答。 

五 【預習】 

下學期第 25課分數與整數的乘法(一)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0_AG7wWag 

【作業】 

預習下學期課本 P. 4-7 

預習下學期作業本 P. 2-3 

複習下列分數加減法的題目。(要抄題目並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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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鉛筆作答。 

六 【預習】 

下學期第 31課分解因數 

【網絡視頻】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3722636124229744273&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作業】 

預習下學期課本 P. 15-16 

預習下學期作業本 P. 5 

請用鉛筆作答。 

常識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預習】 

下學期課題 1我長大了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hNuS1mL1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FtOXkFv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0_AG7wWag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3722636124229744273&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小敏換牙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GNJuDrIFI 

ETV 教育電視:我的成長（小學常識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cUDojPt2ms 

【作業】 

預習動手册 1 

建議用鉛筆作答。 

二 【預習】 

下學期第 17課天氣預報 

【網絡視頻】 

100秒看完:古人是如何測算天氣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3654723 

天氣預報是怎樣製作的 

https://haokan.baidu.com/v?vid=8370407608429850379&pd=bjh&fr=bjh

author&type=video 

【作業】 

預習課本 P.24-28 

建議用鉛筆作答。 

三 【預習】 

下學期第 13課兒童常患的疾病 

【網絡資料】 

傳染病防治-健康促進 

https://sites.google.com/a/skps.ntpc.edu.tw/health/chuan-ran-bing-fang-zhi 

【作業】 

預習作業 13 

建議用鉛筆作答。 

四 【預習】 

下學期第 16課各地的氣候 

【網絡資源】 

中國的氣候— 

1. 影響中國氣候的因素 

解釋影響中國氣候的因素； 

2. 氣候與生活 

從衣、食、住、行四方面，分析氣候怎樣影響人們的生活。 

http://www.tlsh.tp.edu.tw/~t127/chinaclimate/index.html 

【作業】 

預習作業 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GNJuDrIF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cUDojPt2m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3654723
https://haokan.baidu.com/v?vid=8370407608429850379&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https://haokan.baidu.com/v?vid=8370407608429850379&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https://sites.google.com/a/skps.ntpc.edu.tw/health/chuan-ran-bing-fang-zhi
http://www.tlsh.tp.edu.tw/~t127/chinaclimate/index.html


建議使用鉛筆作答。 

五 【預習 】 

下學期第 20課廢物污染   

【網絡資料】 

瀏覽澳門環境保護局以了解現時政府處理廢物的方法及其他有關資

訊。 

http://www.dspa.gov.mo/index.aspx 

選取「澳門環境基建」→「固體廢物處理設施」 

【作業】 

預習作業 20 

建議使用鉛筆作答。 

六 【預習】 

下學期第 16課生物的相互關係 

【網絡視頻】 

LIS國中生物-生物與環境-食物鏈 

https://youtu.be/fZocTNTfwzs 

【作業】 

預習作業 16 

建議用鉛筆作答。 

備註:   在家學習所安排的作業在學生復課後之上學日提交。 

懇請家長鼎力支持，讓我們攜手抗疫，全力配合特區政府和教育暨青年

局的指引。 

祝 

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  

小學部教務處謹啟 

2020年 5月 1日 

 

http://www.dspa.gov.mo/index.aspx
https://youtu.be/fZocTNTfwz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