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科組 2020 年 3月 23 日至 3月 27 日 
 
初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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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1.各班學生必須每天完成一篇網上閱讀。 

2.完成語文基礎知識習題。(如下) 

 
 
一.試判斷下列各句中□詞語的詞性,把與答案相配的英文字母填在方格內。 

A.名詞     B.動詞     C.形容詞 

1.我被朋友誤解,感到很痛苦。 

2.我意識到父母對我用心良苦。 

3.月色給大地帶來一片朦朧。 

4.我們不要辜負父母殷切的期望。  

1. 2. 3. 4. 

 

二.把下列句子中詞性誤用的詞語圈出來,然後把正確的詞語寫在橫線上。   

 

1.今年夏天我渡過了一個喜悅的假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看到大家紛紛捐款給地震災民,我被這份心意深深感人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那傢伙真是貪念,經常佔別人的便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試判別下列各句的修辭手法。 

   

1.小蝸牛怯怯地探出了頭上的觸角。-----------------------------------(            ) 

2.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靜寂的,是夢幻的。----------------------------(            ) 

3.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            ) 

4.兒子啊！我願用上每一秒、每一天、每一月,哪怕是用上一年,也希望能與你共享天倫。------(           ) 

5.太好了！太好了！你終於完成這個艱苦的旅程了。------------(            ) 

6.你不是要我爭光的嗎?-----------------------------------------------------(            ) 

7.甚麼是光年呢?光年是天文學上表示距離的單位。-------------(             ) 

 

 

四.請在下列各句的橫線上,填寫合適的關聯詞語。 

 

1.____________成績再好,你_____________________不能驕傲。 

2.他___________學業成績優異,_______________體育也表現出色。 

3._____________明天下雨,我們______________不能去海浪公園。 

4.___________時間十分寶貴,_______________我們要珍惜時間。 

5.____________我這麼用功讀書,________________成績還是不如你。 

 



   

五.請圈出下列各詞語中的錯別字,然後寫出正確答案。   

 

1.甘敗下風  

 

6.一股作氣  

2.自抱自棄  

 

7.懸樑刺骨  

3.穿流不息  

 

8.迫不急待  

4.一幅對聯  

 

9.一如繼往  

5.天翻地複  

 

10.草管人命  

 



英文科組 2020年 03月 23日至 03月 27日 

初一級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英文科  

Grammar 

+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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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What to study and review: 

Classroom Grammar_Unit 6 Simple future tense(p.52-53) 

參考  初一_英文_23032020_grammar_Simple future 

tense.ppt  

1. complete exercise on ppt p.6-8 

答案寫在新的英文家課本上，記得寫日期和參考答案寫法。 

2. Memorize verb table (21-40) 

 

 

Online dictionary: 

1.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 

2. https://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awake 

 

 

 

3. 星火英語 Spark巔峰訓練閱讀書 

Test 23 (A,C,D,E )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
https://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awake


 (同學必須把答案寫在功課本上，不用抄題目。) 

A. Use ‘will’ and the correct verbs from the brackets to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The 

first one has been done for you as an example. 

1 Jacky will send (send / receive) the parcel to his brother tomorrow morning. 

2 The plane ______________ (leave / land) in Hong Kong in ten minutes. 

3 Mr So ______________ (buy / come) a new car this year. 

4 I ______________ (listen / watch) the film Shrek with my brother on TV this afternoon. 

5 My sister ______________ (leave / land) Hong Kong for Japan in a day or two. 

6 We ______________  (bring / have) a barbecue next month. 

7 He likes music. I’m sure he ______________ (see / go) to the concert with us. 

8 It’s cloudy today. I’m afraid it ______________ (rain / water) this afternoon. 

9 This glass is dirty. I ______________ (get / turn) you a clean one. 

10 Autumn is coming. All the leaves______________ (turn / take) yellow soon. 

 

參考答案寫法:  Monday, 23rd March, 2020. 

Exercise A 

1. will send     

2.  

3.  

4.  

5.  

6.  

7.  

8.  

9.  

10. 

 
 
 
 



B. Complete each of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correct form of ‘be going to’ and a verb from the 

box below. Use each verb once only. The first one has been done for you as an example. 

 
 

1 Mr Wong has bought four tickets. He is going to take the children to the cinema. 

2 Ms Lee has applied for a passport. She __________________ around the world. 

3 My father is 59 years old. He ___________________ next year. 

4 They’ve bought a new house. They ___________________ it soon. 

5 My brother has a terrible toothache. He ___________________ the dentist right away. 

6 It is cold outside. Jane is wearing thin clothes. She ___________________ a cold.  

7 A girl is standing by the zebra-crossing. She ___________________ the road. 

8 My hands are dirty. I __________________ them. 

9 We __________________ the History Museum on Sunday.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10 Sally and Anna are walking into a fast food restaurant. They ___________________ lunch  

together. 

 

參考答案寫法:  Monday, 23rd March, 2020. 

Exercise B 

1. is going to take 

2.  

3.  

4.  

5.  

6.  

7.  

8.  

9.  

10. 

have   travel   redecorate   catch   wash   cross   take   visit   retire   see 



初一幾何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幾何 三角形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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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學生需於 3 月 27 日或前完成以下練習題，請在作業簿上完成。 

一. 填充題 

1. 下列有三條不同長度的線段，這三條線段能否組成一個三角形，能的打"√ "，不能的打"X" 

(1) 5cm 4 cm 10 cm (   )  (2) 5cm 6cm 11cm (   ) 

(3) 5cm 7cm 10cm (   )  (4) 12cm 11cm 13cm (   ) 

2. 圖 1，若 BE 是△ABC 中 AC 邊上的中線 AC=16cm，則 AE=____________，EC=___________。 

3. 圖 2，若 AD 是△ABC 的角平分線∠BAD=20°，則∠BAC=____________，∠CAD＝____________。 

4. 圖 3，BD 平分∠ABC，DA⊥AB，∠1=50°，∠C=40°，則∠A=____________，∠ABD=____________，∠

DBC=____________，∠BDC=____________。 

圖 1      圖 2   圖 3 

二.解答題 

1. 若三角形的周長是 60cm，且三條邊的比為 3：4：5，則三邊長分別為多少? 

 

2. 三角形三邊的比是 3∶4∶5，周長是 96cm，那麼三邊分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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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級代數練習(8)  (2020/03/23 至 2020/03/27)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初一級 

代數 
等式和它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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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Forms 

 
 

一. 本周練習將會透過 Google Forms 應用程式在線上完成 (如圖 1 所示)，程式會在同學提交後即時批

改，顯示你的得分及做錯的題目 (如圖 2 所示)。在練習過程中不會記錄及計算分數，期間可以任意

修改，直至同學按下「提交」後，練習結束，你的得分將被記錄；如果同學多次提交，本練習只會

計算首次提交的成績，請同學注意並認真完成。 

連結地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f5vlKwPN9sYldxkZGHk0p1qb0tCoIKbCVq1S9Vqbr

G7esUg/viewform?usp=sf_link 

 

  
  
  

 
 

(圖 1) (圖 2)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f5vlKwPN9sYldxkZGHk0p1qb0tCoIKbCVq1S9VqbrG7esU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f5vlKwPN9sYldxkZGHk0p1qb0tCoIKbCVq1S9VqbrG7esUg/viewform?usp=sf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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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數練習(1) ~ 代數練習(7) 的答案已上載至雲端硬盤(如圖 3 所示)，同學可自行下載，如發現有錯誤，請在旁邊改正；

至於網上練習，如已批改，同學可重覆再做，務求獲得更好的分數。 

 下載地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mU5fOVRylOC-ALYvJx7_I2A5-WORsIv?usp=sharing 

 ＊ 如未能下載，可向科代表索取。 

 

  

三. 請於 2020 年 3 月 27 日或之前完成，並將 (圖 2) 所示的得分版面截圖並上傳給科代表，以作記錄。 

四. 如有任何疑問，可在班群內發問。 

        

 

(圖 3)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mU5fOVRylOC-ALYvJx7_I2A5-WORsIv?usp=sharing�


史地科組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3 月 27 日   

初一級 

 

科目

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歷史 五代十國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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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R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源	
£自編材料	
£電子學習平台︰_______	
£其他（請註明）︰_______	

 

1. 請打開課文 64 頁，畫五代十國前期形勢圖並上色。 

2. 完成該頁讀圖提示的三個問題，寫在同一份畫紙上即可。 



初一級 地理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地理 第六章 世界的居民 

第一節 世界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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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要求： 

1. 自習課文第六章  第一節 世界的人口 

2. 根據課文內容，完成地理習作 P37 填充部分 

（以下有電子版本提供給沒有習作的同學。學生可將答案紙打印出來再作答，或者照答案

紙的樣式抄寫於功課本上再作答) 

3. 3月 27日前完成。 



第六章 世界的居民 

第一節 世界的人口 

一、填充題： 

1. 在世界各大洲中,人口自然增長率最高的是   1   洲,最低的是   2   洲。 

2. 人口移是人口從   3   移居到   4   的一種社會現象。 

3.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口遷移主要以三種形式爲主,即   5   移民、   6   輸出、 

   7   遷移 

4. 平均每平方千米內居住的人口數叫做   8   。 

5. 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地區主要位於   9   緯度近海的   10   地帶。 

 

第六章 世界的居民 

第一節 世界的人口 

 

答案紙 

姓名：            學號：       

一、填充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初一甲/乙生物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生物 人體内
物質的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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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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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日期：23/3/2020至27/3/2020

要求：在3月27日或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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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可附上5-10位同學的作業。

學習內容：

1）視頻：血液成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IUPHHCkAI

顯微鏡下的血細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HSRepFAU_A

2）視頻：血管的奧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4L4Z0ySZ08

3）課本下冊P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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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1：填表寫出血液各成分的功能。

血液成分 性狀大小 正常數量 有無細胞核 主要功能

血漿 血漿成分

血細胞 紅細胞

白細胞

血小板

mailto:kotsopeng@gmail.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IUPHHCkA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HSRepFAU_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4L4Z0ySZ08


血紅蛋白位於_______________內，它的特點：在含氧量高的地方容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含氧

量低的地方容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業2：填表比較三種血管，並回答問題：

概念 管壁厚薄 彈性 血流速度

動脈

靜脈

毛細血管

毛細血管有哪些特點，使它便於血液與組織細胞之間進行物質交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