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家長： 

 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展，教育暨青年局已宣布中、小、

幼教育階段春節假期後延遲復課。按教育暨青年局的「學生自學工作計

劃指引」，現小學部學生 3月 23至 27日在家自學的安排如下： 

語文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複習】 

擴寫句子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x-nLM6dGE 

【作業】 

依照提示，逐步擴寫句子。(要抄題目並把答案書寫在紙上) 

1. 小鳥(幾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哪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甚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同學 (幾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哪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甚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青蛙(幾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哪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朗讀成語】 

向家長朗讀成語「一心一意 」、「一日千里」、「一目了然」各 3次。 

二 
【複習】 

整理故事內容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k3oK2pji0 

【作業】 

觀賞故事《烏鴉喝水》，然後整理故事重點，向家長說一說這個故

事的內容。(要抄題目並把答案書寫在紙上) 

1.故事裏有哪些角色 ? 

2.故事在甚麼時候發生 ?   

3.故事在甚麼地點發生 ? 

4.根據故事內容發生了甚麼事 ? 

5.後來怎麼樣 ? 

6.最後故事的結果是怎麼樣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x-nLM6d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k3oK2pji0


三 
【複習】 

比喻句及倒敘法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LYOO5fAZ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6i1MJqLlMU 

【作業】 

重溫三上二 P.13-14內容後，運用倒敘法向家長說一說這個故事。 

句式練習。(不用抄題目直接把答案書寫在紙上) 

1. 「......像......」 

2. 「為了......」 

3. 「因為......，所以......」 

4. 「首先......，然後......」 

5. 「不是......是......」 

【朗讀古詩】 

《涼州詞》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四 
【複習】 

成語故事《一鳴驚人》 

【網絡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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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  

觀賞影片後回答問題。(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1.這則成語故事與哪一位歷史人物有關？ 

2.他以甚麼比喻自己？ 

3.這則成語故事表達了甚麼寓意？ 

4.我們常會以哪一個成語與「一鳴驚人」一起使用？ 

五 
【複習】 

成語故事《塞翁失馬》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u9wRVc7uM 

【作業】 

觀賞影片後回答問題。(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1. 這則成語故事中，塞翁掉了馬，卻說這是好事，這是不是自我安

慰 ? 為甚麼 ? 

2.這個成語故事，表達了甚麼寓意 ? 

3.請寫出與這則寓言故事寓意相關的兩個成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LYOO5fAZ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6i1MJqLlM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hRNtBJVO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u9wRVc7uM


4.我們通常認為，在學習中多提出問題是良好的習慣。讀了這則寓言

故事後，你認為對於愛提問題的現象該怎樣理解才更全面呢 ? 

六 
【複習】 

雙重否定句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Y2Ek6kfTQ 

【作業】 

把下面的句子改寫成雙重否定句。(要抄題目並用上學期筆記簿或紙做) 

1.父母不在家，姐姐和我只好自己動手做飯。 

2.這部電視劇的情節精彩萬分，我每天一定要看它。 

3.小明是我們班中最勤奮的人，這點大家都承認。 

4.德育主任説要見世傑，世傑嚇得馬上去。 

5.一個成功的人除了要有勇於嘗試的精神外，還要有積極向上的心 

態。 

6. 那人撞倒老婆婆後不單不道歉，還頭也不回地離開了，令我感到 

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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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習】 

上學期第 1課課文 Parts of the day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l6x2aix98I 

 【作業】 

抄讀第 1課課文一次（用紙做）  

二 【複習】 

上學期第 3課課文 Sharing food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ReSbQ7jzE 

【作業】 

抄温 P.31生字 1-10（一中四英，用紙做） 

三 【複習】 

上學期第 2課課文 Fastival we like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Y2Ek6kfTQ
http://www.library.gov.mo/zh-hant/library-collections/e-resourc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l6x2aix98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ReSbQ7jzE


重温時間前置詞: in   on   at 

https://youtu.be/iNkbXGSTbIA  

【作業】 

做 C.B.  P.3-4（用鉛筆做） 

四 【複習】 

文法書第 2課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文法書第 3課 Possessive Nouns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eeSs3YZbmLk 

 www.youtube.com/watch?v=1WCiBzYwTk4 

【作業】 

温動詞 61-68  1-20  温上學期第 4課生字  

做 C.B.  P.6-7（做文法書 P.94 -95  11-12 用鉛筆做） 

五 【複習】 

文法書第 2課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文法書第 4課 Possessive Nouns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eeSs3YZbmLk 

www.youtube.com/watch?v=1WCiBzYwTk4 

【作業】 

温動詞 41-60  温上學期第 4課生字  

做 C.B.  P.6-7（做文法書 P.122-123  11-12 用鉛筆做） 

六 【複習】 

文法書第 2課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文法書第 6課 Possessive Nouns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eeSs3YZbmLk 

www.youtube.com/watch?v=1WCiBzYwTk4 

【作業】 

温動詞 61-80  温上學期第 4課生字  

做 C.B.  P.6-7（做文法書 P.166-167  11-12 用鉛筆做） 

數學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複習】 

上學期物件的位置 

【網絡視頻】 

https://v.qq.com/x/page/c0927oaa2ne.html 

https://youtu.be/iNkbXGSTbI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Ss3YZbmL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WCiBzYwTk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Ss3YZbmL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WCiBzYwTk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Ss3YZbmL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WCiBzYwTk4
https://v.qq.com/x/page/c0927oaa2ne.html


【作業】 

與家人進行「你說我放」遊戲，根據家人說的，把物件放在相應的位置。 

例如: 

(1)媽媽說: 「把蘋果放在書桌上。同學便要把蘋果放在書桌上面。」 

(2)同學說: 「把筆袋放在書桌上。媽媽便要把筆袋放在書桌上面。」 

二 【複習】 

上學期圖形拼砌 

【網絡視頻】 

七巧板拼砌動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xq66Jojrs 

自製七巧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K9_f2Xwfs 

【作業】 

觀賞上面自製七巧板的網絡視頻後，請自製一套「七巧板」，然後，與家

人一起進行拼圖遊戲。 

建議用環保紙或色紙，並請家長給予適當的輔導，協助完成。 

三 【複習】 

等式加減法 

【網絡視頻】 

https://v.qq.com/x/page/b0880ugp8ko.html 

【作業】 

觀察下面兩幅圖，想一想，然後，向家長說出答案。 

 

         

 

 

 

 

 

 

 

 

 

四 【複習】 

上學期被 2、5、10整除的數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ZUpKhUK8k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xq66Joj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K9_f2Xwfs
https://v.qq.com/x/page/b0880ugp8ko.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ZUpKhUK8kU


【作業】 

解答下列各題:(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1) 請圈出可以被 2整除的數。 ( 172  /  195  /  216  /  301  ) 

(2) 請圈出可以被 5整除的數。( 203  /  215  /  258  /  340  ) 

(3) 527最少加上 _______才可以被 2整除。 

(4) 476最少減去 _______ 才可以被 10整除。 

(5) 在 101至 201中，可以被 5整除的數有 _______個。 

(6) ________是在 321至 331之間，同時可以被 2和 5整除。 

(7) 一箱雞蛋有 162隻，還欠 _______隻才剛好可以分裝成每 5隻一盒。 

(8) 用 2、9、7排出一個可以被 2整除的三位數。_________ 

五 【複習】 

上學期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RGKVil7oQ&t=505s 

【作業】 

計算下列平行四邊形的面積:(不用畫圖，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六 【複習】 

上學期分數、小數與百分數互化 

【網絡視頻】 

https://tv.sohu.com/v/dXMvMTUzMjgyOTEzLzU1OTgwMzg1LnNodG1s.html 

(1) (2) (3)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RGKVil7oQ&t=505s
https://tv.sohu.com/v/dXMvMTUzMjgyOTEzLzU1OTgwMzg1LnNodG1s.html


【作業】 

按要求解答下列各題:(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把下列各數化為百分數： 

(1)  1.27 

(2)  0.08 

(3)  
7

8
 

把下列百分數化為小數或整數： 

(1) 52% 

(2) 1.23% 

(3) 248% 

把下列各數由大至小順序排列： 

25%、2.5%、12%、0.44、2.5  

常識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複習】 

上學期課題 5我愛我的家 

【網絡視頻】 

新型冠狀病毒兒童科普|戴花冠的病毒你為甚麼這麼壞？|甚麽是冠狀

病毒? 

https://youtu.be/aupWlUQBN8E 

【作業】 

根據以上的視頻， 請向家人說出我們如何預防新型冠狀病毒。 

二 【複習】 

上學期第 7課餘暇活動巧安排 

【網絡視頻】 

科普專題 新型冠狀病毒大作戰 給孩子的科普動畫 

https://m.weibo.cn/status/ItJ9Z8B8h?fid=1034%3A4470850435350581&j

umpfrom=weibocom 

【作業】 

根據以上網絡視頻，回答問題: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對人類的生活有很多影響，試列舉一項。 

建議用空白的方格紙或單行紙，並使用鉛筆作答。 

三 【複習】 

上學期第 6課澳門的交通 

https://youtu.be/aupWlUQBN8E
https://m.weibo.cn/status/ItJ9Z8B8h?fid=1034%3A4470850435350581&jumpfrom=weibocom
https://m.weibo.cn/status/ItJ9Z8B8h?fid=1034%3A4470850435350581&jumpfrom=weibocom


【網絡視頻】 

首天澳門賭場停運  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 澳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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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 

根據以上視頻，試寫出兩種受疫情影響的行業。 

建議用空白的方格紙或單行紙，並使用藍色原子筆或鉛筆作答。 

四 【複習】 

上學期第 4課骨骼、肌肉和神經系統 

【網絡視頻】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即時動態：職業體育競賽賽事全部暫停！迪士尼

樂園歷史上第 4次關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hXkGm80FM 

【作業】 

請根據疫情對澳門帶來的影響，完成下列要求: 

1. 本澳各行業正受着新冠肺炎的影響，導致停工、停課及隔離等問

題。請設計一張以勉勵和支持社會的書籤，並附有正能量的標語。

書籤須填上適當的顏色。 

2. 疫情已持續一段時間，你認為本澳哪個行業受到較大的影響？為

甚麼？ 

完成上述兩題，建議用一張空白 A4紙，第 1題使用鉛筆和顏色作答;

第 2題使用藍色原子筆作答。 

五 【複習】 

上學期第 14課居民和政府的溝通 

【網絡視頻】 

疫情中的澳門 | 環球旅人報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X5x7guyak 

【作業】 

根據以上網絡視頻，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對 2月 3日的澳門帶來很多影

響，請列舉四項。 

建議用空白單行紙，並使用藍色原子筆作答。 

六 【複習】 

上學期第 3課向毒品説不 

【網絡視頻】 

疫情影響澳門封賭場遊客走清光。 

https://youtu.be/VOpT2RtjA9A 

【作業】 

根據以上的視頻，請完成下列兩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PubEdUBh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hXkGm80F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X5x7guyak
https://youtu.be/VOpT2RtjA9A


1.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澳門造成甚麼影響？ 請列舉三項。 

2. 在「疫」境中，我們應怎樣互相扶持？請列舉兩個例子。 

建議用空白單行紙，並使用藍色原子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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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