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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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6至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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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課課文及詞語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UI3EYTmaI 

【作業】 

分辨形近字︰運用提供的詞語填充。(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 荷 / 河 )  ( 包 / 飽 )  ( 橙 / 燈 )  ( 問 / 間 )  (游 / 遊 ) 

1. 小鴨子喜歡在_____ 裏洗澡。 

2. 媽媽給我買了一個新書______。 

3. 這______子的味道真好 ! 

4. 夏天快到了，爸爸說會帶我到海灘______泳。 

5. 我有不明白的事情，會舉手______老師。 

二 
【複習】 

朗讀二上第 2課課文及詞語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Rsr0iCBAw 

【作業】  

下面句子紅色的字，使用錯了，請修正並把正確句子書寫一次。(用紙做) 

1. 小鳥在籃色的天空中飛翔。_________________ 

2. 小雲雀的歌聲十分說耳。___________________ 

3. 睛朗的天氣令我心情愉快。_________________ 

4. 蝴碟和密蜂在花間飛舞。__________________ 

5. 在家自學期間，爸媽倍我做功課和玩遊戲。______________ 

三 
【複習】 

遞進複句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4WoNM8frw 

【作業】  

運用遞進關係續寫下列句子。（把完整句子書寫在紙上） 

1. 菊花不但能供人觀賞，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UI3EYTma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Rsr0iCBA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4WoNM8frw


2. 美美考試失敗了，媽媽不但沒有責備她，而且________________ 

3. 我們的班長不僅學習成績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家的小狗不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還很懂人性。 

5. 澳門不僅_________________，還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閱讀】  

登入澳門特區政府所設的全民閱讀平台或自選一本圖書，閱讀完畢，將書 

名和你最喜歡的一句話寫出來。（書寫在上述續寫句子的紙上） 

四 
【複習】 

聆聽故事及重整故事內容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T1V1hbokg 

【作業】 

欣賞影片後回答問題。(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1. 小紅帽以為床上的人是誰 ? 

2. 你認為獵人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下場呢? 

3. 請舉出一個例子說明這個故事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發生。 

(例如:大灰狼不可能會說話。) 

五 
【複習】 

擬人句 

【網絡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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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WOynG6SqE 

【作業】 

辨別下列句子是比喻句或擬人句，在(  )內填寫答案。(要抄題目並用紙做) 

1. 天空中的白雲像一團團棉花。(      ) 

2. 鉛筆被主人丟進垃圾箱後，便一直不停地哭。(      ) 

3. 彩虹彷彿是一座橋，由東至西，橫跨天際。(       ) 

4. 充滿智慧的貓頭鷹博士對森林裡的所有事情都瞭如指掌。(     ) 

5. 筋疲力竭的小汽車吃力地爬上了斜坡。(       ) 

6. 這片葉子的外形奇特，活像一隻小手掌似的。(       ) 

7. 巨浪為了要顯威風，居然把船隻都打翻了。(       ) 

8. 這珍寶有如鳳毛麟角，不少收藏家都爭相搶奪。(       ) 

根據提供的詞語，串寫擬人句。 

1. 鳥兒 / 打招呼 

2. 螞蟻 / 交換情報 

六 
【複習】 

量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T1V1hbok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mijXffyA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WOynG6SqE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WgLsTW20M 

【作業】 

選出量詞，把答案填在括號內。（要抄題目並用上學期筆記簿或紙做） 

（項     根    個    位    道    所    串    名    本    段） 

1. 這(      )習作內有很多(        )題目都是非常困難的。 

2. 桌子上有一(         )葡萄和兩(          )香蕉。 

3. 眼前這(            )學校就是爸爸的母校了！ 

4. 今天我家來了一(            )可愛的客人。 

5. 我花了很長的一(          )時間，才完成這(          )艱難的任務。 

圈出句子中用錯的量詞，把答案填在橫線上。 

1. 嘉美正在用心地選購一盒適合自己的鞋子。___________ 

2. 這座大廈旁邊有一所文具店，售賣各式各樣的文具和精品。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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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課課文 People at school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j7vyLtNNM 

 【作業】 

抄讀書本 P.16 兩小段一次（用紙做）  

二 【複習】 

上學期第 5課課文 About me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BfiJiGn2o 

【作業】 

温上學期書本 P.58 Language focus 2句式 

做 C.B.  P.4-5（用鉛筆做） 

三 【複習】 

上學期第 5課課文 Weekend fun 

【網絡視頻】 

重温英文的五大句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WgLsTW20M
http://www.library.gov.mo/zh-hant/library-collections/e-resourc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j7vyLtNN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BfiJiGn2o


https://m.youtube.com/watch?v=ypYdvw1slNc 

【作業】 

做 C.B.  P.7-8（用鉛筆做） 

四 【複習】 

文法書第 15課 Can and Could 

文法書第 16課 The Verb ‘To Do’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yVx2xsimpg 

 www.youtube.com/watch?v=lbtglBjKogE 

【作業】 

温動詞 41-60  温上學期第 2課生字  

做 C.B.  P.10-11（做文法書 P.97  15  用鉛筆做） 

五 【複習】 

文法書第 3課 Gender 

文法書第 8課 Agreement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rC6bmDuHsWE 

www.youtube.com/watch?v=UZMDp89VjEM 

【作業】 

温動詞 1-20  温上學期第 2課生字  

做 C.B.  P.10-11（做文法書 P.124-126  15-16  用鉛筆做） 

六 【複習】 

文法書第 5課 Gender 

文法書第 9課 Agreement 

【網絡視頻】 

www.youtube.com/watch?v=rC6bmDuHsWE 

www.youtube.com/watch?v=UZMDp89VjEM 

【作業】 

温動詞 101-111  1-20  温上學期第 2課生字  

做 C.B.  P.10-11（做文法書 P.169-171  15-16  用鉛筆做） 

數學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複習】 

上學期 10以內數的組成 

【網絡視頻】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0992544932979371839&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作業】 

https://m.youtube.com/watch?v=ypYdvw1slN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Vx2xsimp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btglBjKog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C6bmDuHsW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ZMDp89VjE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C6bmDuHsW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ZMDp89VjEM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0992544932979371839&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與家人進行「猜鈕扣」遊戲。(鈕扣可用其他較小物件取代) 

玩法: 

家人先告訴同學小於或等於 10的鈕扣總數，然後分別把鈕扣放在兩隻手 

裏並合上，再取出其中一隻手給予同學觀察鈕扣的數量，接著讓同學猜一 

猜，另一隻手裏有幾粒鈕扣，並說出其數量，如此類推，可進行數次。 

二 【複習】 

上學期三位數比較大小 

【網絡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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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list=PL_xcIE0AQTbYmYY2JWHx492eLB-en9JTG&index=31 

【作業】 

運用上週自製的數字卡片 0-9，解答下列各題: 

(要抄題目並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1) 用 5、6和 8三張數卡。 

(a) 排出最小的三位數是 ________； 

(b) 排出最大的三位數是 ________。 

(2) 用 0、4、5和 9其中三張數卡， 

(a) 排出最小的三位數是 ________； 

(b) 排出最大的三位單數是 ________。 

(3) 用 8、1、5和 7其中三張數卡， 

(a) 排出最大的三位雙數是 __________； 

(b) 排出最小的三位單數是 __________。 

(4) 用 0、5、3和 6其中三張數卡， 

(a) 排出最大的三位雙數是 __________； 

(b) 排出最小的三位單數是 __________。 

三 【複習】 

上學期認識千米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ts9nwQ5qk 

【作業】 

根據上面網絡視頻，與家人一起搜集中國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距離資訊。 

例如：從北京到杭州的鐵路長 1650千米。 

四 【複習】 

上學期線段和射線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FLbjF6yX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3t-ThrQf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w_QKgtF-0&list=PL_xcIE0AQTbYmYY2JWHx492eLB-en9JTG&index=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w_QKgtF-0&list=PL_xcIE0AQTbYmYY2JWHx492eLB-en9JTG&index=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ts9nwQ5q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FLbjF6yX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3t-ThrQfo


【作業】 

解答下列各題:( 要抄題目並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1. 以下各題，正確的在括號內加；不正確的加。 

(1) 線段一定是直的，而不是曲的。（     ）  

(2) 從一點出發，最多可畫出 180條射線。（     ） 

(3) 線段可以量出長度。（     ） 

(4) 射線是直線的一部分。（     ） 

(5) 從線段的兩個端點延長就是一條直線。（     ） 

2. 畫一條長 6厘米的線段 CD。 

3. 從 A、B、C點各畫出一條射線。 

 

 

 

 

 

 

五 【複習】 

上學期三角形的面積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Tns4w0XbcE 

【作業】 

計算下列三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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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Tns4w0XbcE


(3) 

 

(4) 

 
 
 
 
 
 

 

(5)  有一塊三角形的花田，底是 18米，高是 12米，已知每平方米可種植 9朵花， 

      這塊花田共種花多少朵? 

(6)  一個三角形的面積是 255平方分米，底是 17分米，它對應的高是多少分米? 

六 【複習】 

上學期折扣 

【網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0O8H6six0 

【作業】 

解答下列各題:(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 

(1) 一件商品打五折表示現價相當於(    )的(     )%。 

(2) 一種商品的定價是 90元，現在打七折，售價是(    )元。 

(3) 定價為 40元的商品打七五折，相當於降價(    )元。 

(4) 六折表示百分之(     )，也就是(     )%。 

(5) 爸爸買了一件商品，定價 160元，現九折出售，售價比定價便宜了多少元？ 

(6) 一台電冰箱定價 4800元，以 4560元出售，折扣是多少？ 

常識科:  

年級 自學內容 

一 【複習】 

上學期課題 9認識動物 與動物做朋友 

【網絡視頻/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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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完成下列題目: 

新冠肺炎對全球影響極大，如學生們須停課進行居家隔離。在家期

間你怎樣學習？你又怎樣鍛鍊身體？請畫圖表示出來，並塗上適當

顏色。 

建議用空白的畫紙或 A4紙。 

二 【複習】 

上學期第 9課動手做玩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0O8H6six0


【網絡視頻/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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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完成下列題目: 

新冠肺炎對全球影響極大，如學生們須停課進行居家隔離。在家期

間你怎樣學習？你又怎樣鍛鍊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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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複習】 

上學期第 8課水的探究 

【網絡視頻/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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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完成下列題目: 

新冠肺炎對全球影響極大，如學生們須停課進行居家隔離。在家期

間你怎樣學習？你又怎樣鍛鍊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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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課空氣與生活 

【網絡視頻/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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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爆發至今已停課超過兩個月。教育暨青年局指引學校為學

生安排每週課業，強調「停課不停學」。停課期間，我們或許會缺

少進行課外活動、興趣班及與同儕學習的機會。根據這種情況，完

成下列題目: 

l. 第三學段逐漸過去，你對在家學習的模式有何想法？ 

2. 缺少了學校的課堂學習，你該如何善用時間來提升自己？ 

3. 設計一個適合小學生作息時間表，並請附上不少於二十字解釋設

計用意。 

建議用空白的單行紙，並使用藍色原子筆作答。 

五 【複習】 

上學期第 3課動物的繁殖 



【網絡視頻/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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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冠肺炎已蔓延全球，同學們須停課進行居家隔離。澳門特區政

府有這樣的安排對你的學習有甚麼影響？ 

2. 除了學習外，你還應如何妥善安排作息時間，為將來的校園生活

作好準備？ 

每題的答案不少於二十字。建議寫在空白的單行紙上，並用藍色原

子筆作答。 

六 【複習】 

上學期第 12課簡單機械的原理 

【網絡視頻/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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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已蔓延全球，它對世界各國都帶來極大影響，如同學們須

停課進行居家隔離。根據這情況回答下列問題: 

1. 作為一個準小學畢業生，這疫情對學業有一定影響 ，你應如何善

用在家自學的時間迎接畢業考試？ 

2. 除了學習外，你還應如何妥善安排作息時間，為將來的校園生活

作好準備？ 

每題的答案不少於二十字。建議寫在空白的單行紙上，並用藍色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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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