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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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至 4月 3日在家自學的安排如下： 

語文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複習】 

朗讀一上第一課課文及詞語 

【網絡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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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 

閱讀下面的故事，選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括號內。 (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小青蛙學本領 

        小青蛙跟爸爸學本領。他學跳遠，跌倒了幾次；學游泳，喝了一肚子水；
學捉害蟲，害蟲都從他口邊逃跑了。 

        小青蛙並不灰心，失敗了，再練習。日子一天天過去，小青蛙終於學會了 

一身好本領。 

        現在小青蛙不但可以跳到荷葉上曬太陽，還可以在水中暢游，更可以捉害 

蟲填飽肚子呢。 

1. 夏天的時候，(          )把人們的皮膚曬得黑黑的。 

2. 小山羊一看見老虎，便立即(            )。 

3. 猴子們在樹枝上盪來盪去，牠們的(           )真高。 

4. 在操場上，子明不小心(        )了，志光立刻上前扶起他。 

5. 在家裏自學的時候，我們要認真做(         )，千萬不要懶惰。 

二 
【複習】 

朗讀二上第一課課文及詞語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DoOyolMu0 

【作業】 

閱讀下面的故事後，利用腦圖整理故事內容。(畫在 A4紙上) 

小青蛙學本領 

        小青蛙跟爸爸學本領。他學跳遠，跌倒了幾次；學游泳，喝了一肚子水；
學捉害蟲，害蟲都從他口邊逃跑了。 

        小青蛙並不灰心，失敗了，再練習。日子一天天過去，小青蛙終於學會了 

一身好本領。 

        現在小青蛙不但可以跳到荷葉上曬太陽，還可以在水中暢游，更可以捉害 

蟲填飽肚子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yrbYZidy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DoOyolMu0


 
 

三 
【複習】 

祈使句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l9o4l_h0 

【作業】 

按要求創作祈使句。(不用抄題目直接把答案書寫在紙上) 

1. 創作一句祈使句是命令的形式。 

2. 創作一句祈使句是請求的形式。 

3. 創作一句祈使句是禁止的形式。 

4. 創作一句祈使句是勸告的形式。 

四 
【複習】 

歎詞和語氣助詞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9_d3J8kIk 

【作業】  

欣賞影片後回答問題。(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1.米爺爺平日擅長做哪些事情 ? 

2.請描述故事中米爺爺在學校裡的學習情況。 

3.這個故事中，你最喜歡哪一頁? 請加以說明。 

4.運用歎詞或語氣助詞，來描述故事中米爺爺的行為、個性或神態。 

五 
【複習】 

對偶句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llyRK0FA 

【作業】 

判斷下列句子是對偶句嗎 ? 是的在括號內加 ; 不是的加× 。(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l9o4l_h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9_d3J8kI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llyRK0FA


1.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      ) 

2.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      ) 

3.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 

4.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 

5.讀書不成，學劍不成。(      ) 

六 
【複習】 

《孫悟空智取芭蕉扇》通過小說故事塑造的人物，認識誇張的寫作手法，複習課文

借助動作、神情、語言來刻畫人物形象。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JSNH2yWpo 

【作業】 

作文一篇，題目自擬，字數約 300 字。內容以目前中國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取得階

段性勝利，對此你有何感想和心得。(用上學期週記簿或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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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課課文 Be good in class 

【網絡視頻】 

https://youtu.be/fuZktwZKYNE 

 【作業】 

抄讀書本 P.26（You will learn to…）四句句子一次（用紙做） 

1. Open the door, please. 

2. Point to the computer, please. 

3. Stand up, please. 

4. Don’t look at the window.  

二 【複習】 

上學期第 4課課文 Caring for others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3QfvB_iCHU 

【作業】 

温上學期書本 P.44（Language focus 1）P.46（Language focus 2） 

做 C.B. P.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JSNH2yWpo
http://www.library.gov.mo/zh-hant/library-collections/e-resources
https://youtu.be/fuZktwZKY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3QfvB_iCHU


三 【複習】 

上學期第 4課課文 At the school fair 

【網絡視頻】 

重温複數名詞 

https://youtu.be/MgqROAAD_Sc 

【作業】 

做 C.B.  P.5-6（用鉛筆做） 

四 【複習】 

文法書第 4課 Possessive Adjectives 

文法書第 5課 Possessive Pronouns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8g-Z8rRfiG4 

 www.youtube.com/watch?v=YEqGO6ZDQC0 

【作業】 

温動詞 21-40  温上學期第 3課生字  

做 C.B.  P.8-9（做文法書 P.95-96  13-14 用鉛筆做） 

五 【複習】 

文法書第 5課 Possessive Adjectives 

文法書第 6課 Possessive Pronouns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8g-Z8rRfiG4 

www.youtube.com/watch?v=YEqGO6ZDQC0 

【作業】 

温動詞 61-85  温上學期第 3課生字  

做 C.B.  P.8-9（做文法書 P.123-124  13-14  用鉛筆做） 

六 【複習】 

文法書第 7課 Possessive Adjectives 

文法書第 8課 Possessive Pronouns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8g-Z8rRfiG4 

www.youtube.com/watch?v=YEqGO6ZDQC0 

【作業】 

温動詞 81-100  温上學期第 3課生字  

做 C.B.  P.8-9（做文法書 P.168-169  13-14  用鉛筆做） 

數學科:  

年級 自學內容 

https://youtu.be/MgqROAAD_S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g-Z8rRfiG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EqGO6ZDQC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g-Z8rRfiG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EqGO6ZDQC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g-Z8rRfiG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EqGO6ZDQC0


一 【複習】 

上學期第幾個 

【網絡視頻】 

https://v.qq.com/x/page/x085510wbr9.html 

【作業】 

與家人進行「你排我說」遊戲。在家中取若干的較小物件，然後，由左或 

右排一排，說一說。 

例如: 

(1) 家人說: 「從左面數起，第 5個物件。」 

同學便要把物件拿取並說出它的名稱。 

(2) 同學說: 「從右面數起，第 8個物件。」 

家人便要把物件拿取並說出它的名稱。 

二 【複習】 

上學期認識百和三位數 

【網絡視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4ODkyMTk2NA==.html 

【作業】 

解答下列各題:(要抄題目並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1)  3個一百是（       ）百，寫作（          ）。  

(2)  872裏有（    ）個百，（    ）個十和（    ）個一。 

(3)  5個百，4個一是（      ）。 

(4)  399前面的數是（     ），後面的數是（      ）。 

(5)  由 4個一， 6個十，7個百組成的數是（      ）。 

【活動】 

用環保紙自製數字卡片 0-9，與家人一起隨機抽出三張卡片，組成不同的 

三位數，並從左至右讀出這個數。 

三 【複習】 

上學期認識毫米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RW-ux95wo&t=0 

【作業】 

在家中找一找較小物件，先猜測估算長度，再用毫米作為單位量一量，然

後，向家長說出答案。 

例如: 

(1) 一粒米約長 5mm 

(2) 一個澳門 1元硬幣約長 25 mm 

四 【複習】 

https://v.qq.com/x/page/x085510wbr9.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4ODkyMTk2NA==.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RW-ux95wo&t=0


上學期可以被 3整除的數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6U_Kia21g 

【作業】 

解答下列各題:( 要抄題目並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1)  請圈出可以被 3整除的數。( 314 / 689 / 2019 / 7777 )  

 (2)  請圈出可以被 6整除的數。( 520 / 456 / 130 / 247 )  

 (3)  824 最少加上 ________ 才可以被 3 整除。 

 (4)  980 最少減去 ________ 才可以被 3 整除。 

 (5) 在 1 至 100 中，可以被 3 整除的數有 ________ 個。 

 (6) _________是在 85 至 95 之間，同時可以被 2 和 3 整除的數。 

 (7) 一個班級有 25 名學生，還欠 ________ 名學生才剛好可以分組成每 

3人一組。  

(8) 用 2、5、8 排出一個可以被 6 整除的最大三位數。__________ 

五 【複習】 

上學期梯形的面積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iseWNFuAI 

【作業】 

計算下列梯形的面積及解答應用題:(不用畫圖，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1) 

 

(2) 

 
(3) 

 

(4) 

 

(5) 有一塊梯形花圃，上底是 8米，下底是 10米，高是 4米，已知每平方 

米可種植 16朵花，這塊地能種花多少朵？ 

(6) 有一塊梯形地，上底長 64米，比下底短 16米，高 50米。這塊梯形地 

的面積是多少平方米？ 

(7) 一個梯形的面積是 640平方厘米，上底 60厘米，下底 20厘米。求高是 

多少厘米？ 

六 【複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6U_Kia21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iseWNFuAI


上學期折扣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4BK_V05q-Y 

【作業】 

解答下列各題:(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1) 水晶球定價 150元，現減 45元出售，折扣是多少？ 

(2) 連身裙一條售價 360元，現九折出售，可節省多少元？ 

(3) 今天是奶奶生日，小康一家人到酒家吃飯，他們點了七款小菜，每款 

38元，白飯和茶位加 100元，現有 8折優惠，他們需付出多少元？ 

(4) 小明一家人到飯店享用晚餐，媽媽是會員，食物和飲料都有 20%折扣，

小明吃了一個 35元的意粉和喝了一杯 6元的果汁，媽媽和爸爸吃了一個

60元的情侶套餐，他們共需付多少元？ 

常識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複習】 

上學期課題 8認識植物 校園植物 

【網絡視頻】 

由家人協助，瀏覽相關網站或觀看相關電視節目，以獲悉新冠肺炎

疫情的最新資訊。 

【作業】 

請家長提問下列問題，並作出正面的輔導。 

新冠肺炎對澳門帶來極大影響，你以怎樣的心情面對這疫情？ 

二 【複習】 

上學期第 8 課玩具知多少 

【網絡視頻】 

由家人協助，瀏覽相關網站或觀看相關電視節目，以獲悉新冠肺炎

疫情的最新資訊。 

【作業】 

新冠肺炎為澳門帶來很多影響，請設計一幅圖畫，表達自己對疫情

的感受。圖畫須塗上適當顏色。 

建議用空白的畫紙或 A4紙。 

三 【複習】 

上學期第 7課澳門的教育 

【網絡視頻】 

由家人協助，瀏覽相關網站或觀看相關電視節目，以獲悉新冠肺炎

疫情的最新資訊。 

【作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4BK_V05q-Y


請完成下列題目: 

新冠肺炎已蔓延全球，它對世界各國都帶來極大影響。我們應以怎

樣的心情面對這疫情？請畫圖表示出來，並加上具正能量的標語。

圖畫須塗上適當顏色。 

建議用空白的畫紙或 A4紙。 

四 【複習】 

上學期第 5課水的三態 

【網絡視頻】 

瀏覽相關網站或觀看相關電視節目，以獲悉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資

訊。 

【作業】 

新冠肺炎爆發至今，澳門特區政府推行很多惠民政策與市民共同抗

疫，其中一項是「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你對這個惠民政

策有甚麼感想？請用不少於三十字寫出你的感想。 

建議用空白單行紙，並使用藍色原子筆作答。 

五 【複習】 

上學期第 2課植物的繁殖 

【網絡視頻】 

瀏覽相關網站或觀看相關電視節目，以獲悉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資

訊。 

【作業】 

根據相關報道，我們獲悉新冠肺炎已蔓延全球。近日澳門確診人數

激增，而且大部份是海外留學回澳的學生，我們應以怎樣的心態來

面對這疫情的轉變？請用不少於四十字寫出你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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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課力與運動 

【網絡視頻】 

瀏覽相關網站或觀看相關電視節目，以獲悉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資

訊。 

【作業】 

請完成下列題目: 

新冠肺炎已蔓延全球，它對世界各國都帶來極大影響。我們應以怎

樣的心態面對這疫情？為甚麼？請用不少於四十字寫出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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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