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科組 2020 年 4月27日至4月30 

高一級 

※請於 4 月 24 日把語文基礎練習題答案交至科組長處  

 科目 

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中文 語文基礎練習

及 網上閱讀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  _ 

 其他（請註明）︰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

https://macao.i-learner

.com.hk/ 

 其他（請註明）︰  _ 

1. 各級學生必須每天完成一篇網上閱讀。 

2. 完成語文基礎練習題。(題目班主任發至WECHAT 班群，把答案填在紙 

   上)  

 



高一英文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英文 課文文章閱

讀，泛讀練習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其他（請注明）：影片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教材 

☑其他（請注明）：影片 

 

學生需於 5 月 1 日或之前完成  

1. 閱讀課文並填充 

Is TV dying? 

Fact 

 

 

 

 

 

 

 

Joke 

 

 

No More Watercooler Moment? 

 

 

 

 

 

However,… 

 

 

 

Netflix 

 

 

 

 

 

 

 

 

 

 

 

streaming (1)____________, coupled with 

Internet (2)______________ expansion 

 

 

makes immediate and 
(3)_______________  
TV experience available. 

With apps and sharing 

(4)_____________ 

people can binge on portable (5)_______________ of 

latest (6)_______________ or (7)_______________ 

dramas. 

only (8)_____________-free dinosaur would (9)_____________ regular (10)_____________ 

 

Cliffhanger: ending an (11)_____________ in a (12)_____________ moment 

 

Watercooler moment: (13)_____________ gather and catch up on (14)_____________ news. 

 

Cliffhanger should (15)_____________ with content, but not appear from (16)____________. 

eg. a man got (17)_____________ but a pot plant falls on his head 

 

It makes the (18)_____________ series (19)_____________ online. 

Viewers can (20)_____________, (21)_____________, and (22)_____________ on 

watching, (23)_____________ on the (24)_____________ of the show. 

 
Kevin Spacey (star of the Netflix drama series) called upon (25)_____________ industry to… 

 give people what they want, 

 when they want it, 

 in the (26)_____________ they like it, 

 at a (27)_____________ price, 

 viewers will (28)_____________ it. 



2. 生詞造句 (例句不用抄) 

a. coupled with 再加上 

text –Thanks to TV streaming technology, coupled with Internet coverage expansion, a more immediate 

and spontaneous TV watching experience is now widely available. 

your senten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like 例如 

text - Using apps and mutual sharing protocols like BitTorrent, viewers can binge on portable episodes of 

the latest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dramas anytime , anywhere. 

your senten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lose its charm 失去魅力 

text - When the trick is used too many times, it loses its charm. 

your senten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spell the end 意味著...的終結 

text – Netflix could spell the end for the watercooler moment. 

your senten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Spark 第三部分 test 4 C F 

 

要求：不認識之生詞需查閱字典，並寫上中文意思。       

     功課需拍照(寫名)發給科代，科代收齊後發給老師。 

 

 

上週答案        

a. Adverb Clause – joining the sentences (不用抄) 

1. The thieves managed to withdraw nearly MOP20,000 from his account when he thieves entered his date 

of birth as a PIN at a cash machine. 

2. His bank says they will not return his money because he chose the wrong PIN. (because) 

3. A survey also shows that eight out of ten people never change their PIN although all banks suggest 

changing the PIN at least once a year. 

4. It is hard to remember many different numbers so a group of leading psychologists has made a list of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choosing and remembering PINs.  

 

b. Adverb Clause – translation (抄題目) 

1. 陳先生給女兒講睡前故事，直到她睡著。  

Mr Chan reads his daughter bed-time story until she falls asleep.  

2. 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有很多人。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herever we go.  

3. 如果你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就呆在這兒吧。  



If you have no place to go, stay here. 

4. 雖然他們能說法語，但他們的孩子不會說。  

Their children don’t speak French although they can speak it. 

5. 他做完作業後，他的父母讓他玩電子遊戲。  

After he had finished homework, his parents let him plat computer games. 

 

Read Gulliver’s Travel Ch5 and Ch6 to finish the following exercises. 

1. Gulliver left Bristol on June 20th 1702, in a ship which was sailing to India. He went through strong wind 

and waves. Finally, he arrived a large island which was called Brobdingnag.  

2. After that, Gulliver was finally discovered by the “giants”. Then he met the farmer’s wife. What was her 

reactions at first when she saw Gulliver? What did she do after that? 

She screamed and jumped back in fear, perhaps thinking he was an insect. Then, she became used to him 

and was very kind to him. 

3. What did the farmer’s one-year-old son want to do with Gulliver? 

He picked Gulliver up and put him in his mouth. 

4. Gulliver was very tired so he fell asleep. After he woke up, what did he see? What did he do after that? 

He woke up lonely and small in the huge room. Then he saw two huge rats run towards him across the bed. 

He pulled out his sword and cut open one of the rats’ stomach. 

5. According to Gulliver, who took care of him? What was her name? What was she good at? 

6. His master’s 9-year-old daughter took care of him. He called her Clumdalclitch. She was good at sewing 

and managed to make some clothes for him in the thinnest material available.  

7. Who did Gulliver laugh at? He laughed at his master’s neighbor. 

8. According the answer of Q9, what did this man suggest to the farmer? 

He suggested Gulliver’s master to take him to market to entertain people to earn money. 

9. How many people saw Gulliver on the first day? Did Gulliver enjoy? Why? 

There were 350 people on the first day. He did not enjoy it. It was because he needed to work hard to 

amuse the people. He had almost no rest. 

10. What was the farmer’s new plan? 

He wanted to show Gulliver to people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the capital so he could make a lot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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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數學（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高一數學 4.6兩

角和與

差的正

弦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 

其他（請註明）︰______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_____ 

其他（請註明）︰_______ 

 

★複習回顧：  

 

 

 

 

 

 

 

 

 

 

 

 

 

 

 

 

 

★新課重點： 

 

 

 

 

 

 

 

 

 

 

 

 

 

 

 

★綜合練習（抄題做在功課簿上做，具體解題要求及次序按照網課為準） 

 

一. 求值： 

  1. 15sin    2. sin105    3. 195sin    4. 







−

12

5
sin


 

 

二.綜合練習： 

  1.書 P42  練習第 3題（1） 

  2.書 P42  練習第 4題（1）（2） 

 



高一級歷史  2020 年 4 月 27 日至 4 月 28 日   

 

 

科目

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中史 

 

 

 

 

世史 

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成立與社

會主義制度的

確立 

 

日本的現代化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臺︰連結_____ 

其他（請註明）︰______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臺︰連結_____ 

其他（請註明）︰工作紙 

 

中史 

3.14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 

填充： 

1. 1949 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通過了 １ ，規定了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和任

務，以及在政治、經濟、外交、民族等方面的 ２ 和政策。大會選舉產生了以 ３ 為主席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10 月 1 日，開國大典在 ４ 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建立和完善各級人民政府；和平解放 ５ ，實現了中國大陸的 ６ ；

追殲殘敵， ７ ，維護社會秩序； ８ ，保家衛國。 

3. 1953 年 7 月， ９ 在板門店簽署。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創造了有利環境，

並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 

4. 1952 年底，全國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都已完成 １０ 。農民分到了土地，生產積極性得到極

大提高，農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 

5. 1953 年，中國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 １１ 。 “ １２ ”的重點工程項目主要分佈

在 １３ 、 １４ 、 １５ 等領域。 

6. “ １６ ”的核心問題是所有制問題 , 就是要將私有制改造成 １７ 和 １８ ,從而實現從

新民主主義經濟向 １９ 經濟的過渡。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 , 國家是通過有步驟地 ２０ 

和 ２１ 的方式進行的 。 

7. 1954 年 9 月，第一屆 ２２ 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標誌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正式建立。大會通

過了 ２３ ，奠定了國家 ２４ 和 ２５ 建設的基礎。 

8. 1956 年，中國共產黨提出與民主黨派實行“ ２６ ， ２７ ”的方針，受到各民主黨派的擁護。 

9. 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各民族參與管理國家大事和各級地方事務的權利，促進了 

２８ 、 ２９ 和各民族 ３０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問答：1949-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為恢復和發展我國國民經濟，採取了哪些主要措施？扼要指出上述

措施的共同特點以及形成這些特點的基本原因。 

答：(1)主要措施：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穩定物價，統一財經；深化土改，發展農業生產； 合

理調整工商業，調動私營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工礦業實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 

(2)共同特點：圍繞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的目標而展開；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並舉；有區別、有步驟、

注意政策和策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3)原因：經濟的極端落後和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工作重心轉移，以恢復和發展 生

產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中央建立起高度集中、統一管理的政治經濟體制，起到強有力的領導作用； 人

民政府針對我國經濟成分複雜的特點，實事求是，採取切實可行的政策，為經濟建設服務。 

 

世史 

14 日本的現代化 

填充： 

1. 16 世紀末，日本的封建領主之間爆發大規模內戰。後來 １ 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德川幕府，又稱 

２ 。 

2. 藩國的統治者 ３ 對上服從將軍的命令和他所頒佈的各項法令，但在藩國內擁有 ４ 、 ５ 、 

６ 和 ７ 的權力、並擁有自己的 ８ 。因此，日本實際上是由 ９ 和 １０ 共同構成的

封建國家。 

3. 為了控制大名幕府實行“ １１ ”制度，把大名分為兩部分，讓他們輪流每隔一年到江戶朝覲將

軍。 

4. 為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幕府制定嚴格的等級制度，把居民分為 １２ 、 １３ 、 １４ 、 

 １５ 四個等級。 

5.  １６ 和 １７ 、 １８ 、 １９ 屬於統治階級，其他等級屬於被統治階級。 

6. 德川幕府對外實行 ２０ ，17 世紀 30 年代陸續發佈 ２１ ，禁止日本船隻出海貿易，禁止日本

人與海外交往。這種鎖國體制維持了二百多年。日本成為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只同 ２２ 、 ２

３ 、 

 ２４ 保持著有限的貿易關係。直至 ２５ 年，日本在 ２６ 的壓力下才被迫重新打開國門。 

7. 1869 年，明治政府擊敗了幕府的殘餘勢力，徹底摧毀了幕府統治。不久，明治政府開始推行一系列

改革，全面學習西方，走上了現代化發展的道路，史稱“ ２７ ”。 

8. 1875 年 9 月，日本蓄意制造事端，武裝襲擊朝鮮江華島，遭到朝鮮軍隊的奮力反抗。日本獲勝，迫

使朝鮮簽署了日本單方面擬定的《 ２８ 》。朝鮮被迫打開國門，逐漸淪為日本的半殖民地，成

為它日後進攻中國的跳板。 

9. 1947 年，日本政府頒佈了《 ２９ 》。其取消了天皇的統治權力，規定 ３０ 和 ３１ 分別

為最高立法、司法機構。這部憲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 ３２ 》中的 ３３ 主義和 ３４ 主

義色彩，體現了立法、行政、司法“ ３５ ”原則，建立起較為完整的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為日本戰

後經濟的復蘇和國力的增強提供了政治保障。 

10. 1951 年，美日簽署《 ３６ 》，逐漸確立了以美日軍事同盟為基礎的特殊關係，日本成為美國在

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要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問答： 

1.明治維新的主要政策有哪些？ 

答：1.廢除封建領主制，土地和人民歸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廢藩置縣，建立新的地方管理體制；改革身

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權。2.實行義務兵役制，組建常備軍；設立新型軍事院校，培養軍事人才；發展軍

工企業，改進裝備。3.允許土地買賣，統一徵收地稅；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引進西方先進技術，扶持大

型企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4.發展近代教育；倡導學習西方生活方式。 

 

2. 《大日本帝國憲法》憲法的內容是什麼？其進步性和局限性是什麼？ 

答：《大日本帝國憲法》強調“法治”精神，是日本政治現代化開始的重要標誌。1889 年，明治政府頒

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憲法規定：天皇集立法、行政、司法和軍事指揮權於一身；日本國民稱為“臣

民”，享有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帝國議會為國家的立法機構，由貴族院和眾議院組成；眾議院議

員由選舉產生，凡滿足條件的男子都享有選舉權；內閣是國家行政機關，樞密院是國家決策機關；國務

大臣必須對天皇負責。進步性：它承認了議會和政黨，也賦予了日本國民一些基本權利。局限性：賦予

天皇極大的權力，民主不具有廣泛性等。 

 



史地科組 4月 27日至 5月 1日 

高一地理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地理 6.1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_____ 

其他（請註明）︰______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_____ 

其他（請註明）︰_______ 

 

1.自習課文 6.1 

2.根據課文內容，完成該節習作（填空，單項選擇，雙項選擇） 

3.同學有地理習作可直接在簿內完成，如沒有地理習作請同學用一張 A4紙內完

成，不必抄題目 

4.題目由兩班班主任上傳至班群中。 







高一甲/乙生物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生物 人口增長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

√其他（請註明）︰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

其他（請註明）︰
√ 調查報告

適用日期：27/4/2020至 1/5/2020

要求：在5月1日或之前完成。

給你們的是PDF格式，你們可轉成word格式，那就可以直接用電腦輸入做作業。完成後再轉成PDF格式上交。

所有同學交作業時必須寫明年級班別和自己姓名，統一交給課代表。

課代表收齊作業電郵到此 kotsopeng@gmail.com。以附件方式打包，每次附上5-10位同學的作業。

============================================================================

作業：調查報告：人口增長會對澳門帶來什麽？（從以下所列中選六個内容）

從澳門土地資源、水資源、糧食生產、能源消耗、醫療系統、就業市場、教育機構、文化藝

術、養老、垃圾處理、水質變化、空氣質量、城市綠化等角度分析

mailto:kotsopeng@gmail.com


附錄1



附錄2



附錄3



附錄4



附錄5



附錄6



高一化學(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作業)  

 

請於 5 月 1 日前完成作業，內容如下:  

 

高中化學(必修2)：  
 
 
1.) 觀看"最簡單有机物-甲烷"教學影片(大約50分鐘) 

 
 
 

2.) 做P.64-65 選擇題(解釋答案) 

 

 
3.) 做P.65 第九題和第十題(做在簿上)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化學 最簡單

有机物

-甲烷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 _  

   其他（請註明）︰ 影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18

96637/_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連結 _ 

    其他（請註明）︰影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1896

637/__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189663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189663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189663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1896637/


高一物理 

 

請於 5 月 1 日 前完成以下作業，內容如下:  

（注意：練習每一題都需作出答案解釋,作業需抄題到作業薄或 A4紙上,完成後請自己

妥善保存，並拍照上交作業。） 

1. 勻速圓周運動中,已知角速度為 5rad/s,半徑為 2m,則線速度為            , 

周期為           。 

2. 勻速圓周運動中,已知周期為 2.4s,半徑為 8cm,則角速度為          , 

線速度為          。 

3. 電唱机轉數為 100 轉每分钟,則周期為           ,角速度為         。 

4. 做勻速圓周運動的物體，10s內沿半徑是 20m的圓周運動了 100m，則其線速度的大 

小是            ，角速度是            。 

5. 如圖皮帶傳動裝置中,主動輪半徑為 5cm,從動輪 

半徑為 2cm,若主動輪角速度為 6rad/s,求：從動 

輪角速度為多少？ 

6. 質量是 60kg 的人站在升降機中的體重計上，當升降機做下列運動時，體重計的讀數 

分別是多少？ 

(1)升降機以 0.6m/s²的加速度加速上升； 

(2)升降機以 2.0m/s²的加速度加速下降。 

7. 一輛質量為 1.0t的汽車，經過 10s 由靜止匀加速到 108km/h，汽車受到的合外力的 

多少牛？ 

8. 從 0.8m高的桌面邊緣處水平地彈出一鋼球，已知其初速度是 10m/s，那麼 

（1）這個鋼球經歷多少秒後落地，（2）落地點與桌面邊緣間的水平距離是多少米？ 

9. 一個氣球以 4米/秒的速度從地面勻速豎直上升，氣球下懸掛著一個物體，氣球上升 

到 217米的高度時，懸挂物體的繩子斷了。問從這時起，物體經過多少時間落到地 

面？(不計空氣阻力)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物理 複習力學、圓周運動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

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 

連結 
 其他（請註明）︰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

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 

連結 
 其他（請註明）︰ 
 

R1 
R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