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科組 2020 年 4月 13日至 4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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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括號內選出適當的形容詞，填英文字母在橫線上。 

  （1）颱風過後，街上 １ ，一個人也沒有！（A靜悄悄的／B黑漆漆的／C涼絲絲的） 

（2）這間商店的生意 ２ ，店主打算結束營業。（A慘淡／B平淡／C冷淡） 

（3）要有強健的體魄，才能應付 ３ 的工作。（A繁複／B繁重／C厚重） 

（4）自從修端搬到鄉間，過 ４ 的生活，性情也變得 ５ 了。（A淳樸／B簡樸／C純潔） 

（5）允行為人 ６ ，從不佔小便宜。可是，他以為待人以誠，別人就會同樣對待他，未免過於 

７ 了。（A天真／B純真／C率真） 

1 2 3 4 5 6 7 

 

二.判別修辭   

1.人生什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  

2.網路上的知識像海洋一樣廣闊無邊。  

3.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4.不勞動，連棵花也不養不活，這難道不是真理嗎？  

5.大興安嶺多麼會打扮自己呀：青松作衫，白樺為裙，還穿著繡花鞋。  

 

三.試分辨下文有框字的詞性(A名詞 B動詞 C形容詞)，並在格內填上正確的英文字母。 

 

  我走在 (1)馬路上，(2)前面來了兩個男孩。看，這兩個人，一個(3)高，一個(4)矮；一個瘦，一個

(5)胖。(6)站在前面的那個又高又瘦像(7)竹竿，(8)後面跟 一個又矮又胖的像(9)冬瓜，真(10)有趣。 

(1)   (2)   (3)   (4)   (5)   (6)   (7)   (8)   (9)   (10)   

  

四.課外選擇題    

 

1.下列各選項中的數量詞，何者使用「不恰當」？ (Ａ)宴會上的女主人身穿一襲寶藍色的旗袍，非常

美麗(Ｂ)傳說中的人魚公主擁有一雙海藍的眼睛，明媚動人(Ｃ)花木蘭聽到李亮對她的讚美，臉上泛

起了一塊紅霞(Ｄ)小姑娘在慶生會上，那一張桃紅的笑臉，格外嬌美。 

 

2.下列選項「 」中的語詞，何者意義前後相同？ (Ａ)幸與不幸，端看你的「造化」／橫貫公路沿途美



景無限，盡是「造化」之工(Ｂ)中國文人畫著重「寫意」，不求描繪逼真／漫步在黃昏的阡陌上，感

覺非常「寫意」(Ｃ)議論說理應該思慮周密，以免貽笑「大方」／她在舞臺上的表現，沉穩「大方」，

很有明星的架式(Ｄ)遇到地震時，要保持鎮靜，才能「從容」應變／只見他氣定神閒，吐辭「從容」，

全場都被他的丰采吸引。 

 

3.有一些詞必須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合起來才能表達意義，像「徘徊」、「葡萄」即是。下列哪一

詞語與此相同？ (Ａ)琵琶(Ｂ)彈簧(Ｃ)身軀(Ｄ)消逝。 

 

4.下列各組「 」中的字，何者詞性相同？ (Ａ)孔子說：生，於我乎「館」／請問這兒是李公「館」嗎

(Ｂ)「淑」世是孔子的理想／被愛沖昏頭的你，當心遇人不「淑」(Ｃ)遲到的我，只能「白」瞪著眼，

看火車離開／再怎麼勸他，也是「白」費力氣(Ｄ)他說完了這句格言，就「絕」了氣／我「絕」不答

應你的要求，別打如意算盤了。 

 

5.下列文句中畫線部分的代詞，何者使用最為恰當？  

(Ａ)媽媽常告訴我們，我不怕辛苦，只要我們快樂幸福(Ｂ)他指著街底的麵店，嚷著說去到這裡，一

定要吃拉麵(Ｃ)他把書包翻了半天，懊喪地說：「我的國文課本忘了帶。」(Ｄ)老爸肚子餓，我跟他

說：「我們不上館子，回家煮麵給他吃。」 

 

1. 2. 3. 4. 5. 

 



英文科組 2020 年 04 月 13 日至 04 月 17 日 

初一級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英文科  

Unit 6 Let’s 

celebrate 

+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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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Treasure plus 1B _Unit 6 Let’s celebrate  

 

1. Copy and write W.S.05 vocab. (1-14) --- (一中四英) 

 

 

 

 

 

 

 

 

 

 

2. Finish W.S._06  ( comprehension exercise ) 

 

 

 

 

 

 

 

 

 

 

 

 

 

 

 

3. do W.S._07  

 

 

4. do W.S._10 

New Treasure plus 1B _Unit 6  Let’s celebrate (p.34,36) 

5. Read aloud the passage  

 (p.32) (p.36) 

 

 

 

 



(同學必須把抄生字寫在功課本或紙上。必須寫日期)  Monday, 13th April, 2020. 

[ 05 ]  Worksheet – Unit 6 – Vocabulary 
 

Name:_____________  S1___  No.: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2020 3rd Term 

(P.36) Text 3 Short story 

1.  sigh   v.  嘆氣   9.  nervously  adv.  緊張地 

2.  pudding  n.   甜品   10.  breath  n.  呼吸 

3. pick up  n.   拾起   11.  butcher  n. 肉販 

4.  turkey  n.  火雞   12.  hand   v.  交；給 

5.  pull sth out phr.v. 拔出  13.  wrong  adj.  錯誤的 

6.  carefully  adv.  小心地  14.  supprise   v.  使…驚訝 

7.  powder  n. 粉末   15.  tiny    adj.  極小的 

8. drug(s)    n.  藥     16.  snowflake   n.  雪花 

 

 

抄生字範例              Monday, 13th April, 2020. 

1. 嘆氣   sigh   sigh   sigh   sigh 

2. 甜品   pudding  pudding  pudding  pudding 

 

 

 

 

 

 

 

 

 

 

 

 

 

 

 

 

 

 

 

 

 

 



[ 06 ]  Worksheet – Unit 6 – Comprehension 
 

Name:_____________  S1___  No.: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2020 3rd Term 

1 How did Samantha fee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A  bored      C  sad  

B  happy      D surprised 

2 What did Samantha think the bag of white powder was? 

A  flour      C snow    

B  drugs     D salt  

3 Why did the butcher put the ring inside the turkey? 

A  He wanted to surprise his wife.        

B  He wanted to use it to buy drugs.       

C He wanted to surprise Samantha.        

D He wanted to make the turkey more delicious.   

4 Find words in paragraphs 5  that mean the same as the following: 

 a) gave      ____________________ 

b) incorrect     ____________________ 

 c) small     ____________________ 

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short story? 

A  A Christmas dinner like no other 

B  A present for Jimmy’s wife 

C  Home alone on Christmas         

D The turkey mystery          

6 Use ONE word to complete each blank. 

Samantha felt afraid when she found the little bag of white  ________________ because she thought it might 

be __________. 

 

 

參考答案寫法:  Monday, 13th April, 2020. 

Worksheet [ 06 ] 

1. 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 

4. a) 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 07 ]  Worksheet – Unit 6 – Questions 
 

Name:_____________  S1___  No.: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2020 3rd Term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P.36) Text 3 Short story 

1. Why did Samantha want a white Christmas? 

                                                            

2. What items were on the dining table? 

                                                            

3. How did Samantha feel when she found the bad of white powder? 

                                                            

4. Who put the diamond ring inside the turkey? 

                                                            

5. Why did Jimmy put the diamond ring in the turkey? 

                                                            

6. What did Samantha do with the diamond ring? 

                                                            

 

參考答案寫法:  Monday, 13th April, 2020. 

Worksheet [ 07 ] 

1. Her children loved to play with snow. 

2.                                                            

3.                                                            

4.                                                            

5.                                                            

6.                                                            

 

 



[ 10 ]  Worksheet – Unit 6 – Translation 
 

Name:_____________  S1___  No.: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2020 3rd Term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Chinese: 
 
1. My family returned to Seoul for Korean New Year.  ( Text 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Hanboks are traditional Korean clothes with bright and bold colours.  ( Text 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They gave me some New Year money. ( Text 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Then we had a big traditional meal. ( Text 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There was rice cake soup, a pot of spicy beef stew and plate of Korean pancakes.  ( Text 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She wished for a white Christmas because her children loved to played with snow.  ( Text 3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答案寫法:  Monday, 13th April, 2020. 

Worksheet [ 10 ] 

1. 我的家人回首爾過韓國新年。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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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級代數練習(11)  (2020/04/13 至 2020/04/17)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初一級 

代數 
一元一次方程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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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網上練習的題目為「一元一次方程的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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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留意，並於 2020 年 4 月 17 日或之前完成，

將得分版面截圖並上傳給科代表，以作記錄。 

 ※ 代數練習(11) 連結地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gbAZAPJvXJXCD8Aasp7QQmjRodGkIjYxQ

s2Wbq_kvQn6Rw/viewform?usp=sf_link 

二. 代數練習(10) 的答案及同學的成績已上載至雲端硬盤(如圖 1 所示)，同學可下載用作複習之用。 

 ※練習答案下載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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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未能下載，可向科代表索取。 

  

 (圖 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gbAZAPJvXJXCD8Aasp7QQmjRodGkIjYxQs2Wbq_kvQn6R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gbAZAPJvXJXCD8Aasp7QQmjRodGkIjYxQs2Wbq_kvQn6R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mU5fOVRylOC-ALYvJx7_I2A5-WORsIv?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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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學可打開下列連結，重溫之前學習過的內容。 

 ＊代數練習(6)－近似值與有效數字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ngXm7wUWbv9VSuv3w2ajdYhVtM8

aJzclxwfdLgLJpmNghwQ/viewform?usp=sf_link 

 ＊代數練習(7)－有理數的意義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sb4sr55Mr017ak1iZzDsbN3cgxOUnX

QiuqIAS7mOX-PmsTg/viewform?usp=sf_link 

 

＊代數練習(8)－等式和它的性質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f5vlKwPN9sYldxkZGHk0p1qb0tCoIK

bCVq1S9VqbrG7esUg/viewform?usp=sf_link 

 ＊代數練習(9)－方程和它的解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_A2g5_MTjme5PqM-xMD8AsPBY34

OJ9M8hEhVN9fIaj0tz8g/viewform?usp=sf_link 

 ＊代數練習(10)－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meIPUZAuC_AytpeM291GCl-plffKR

JgdRmxTgTrfkPGoXTw/viewform?usp=sf_link 

 

＊代數練習(11)－一元一次方程的應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gbAZAPJvXJXCD8Aasp7QQmjRo

dGkIjYxQs2Wbq_kvQn6R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ngXm7wUWbv9VSuv3w2ajdYhVtM8aJzclxwfdLgLJpmNghwQ/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ngXm7wUWbv9VSuv3w2ajdYhVtM8aJzclxwfdLgLJpmNghwQ/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sb4sr55Mr017ak1iZzDsbN3cgxOUnXQiuqIAS7mOX-PmsT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sb4sr55Mr017ak1iZzDsbN3cgxOUnXQiuqIAS7mOX-PmsT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f5vlKwPN9sYldxkZGHk0p1qb0tCoIKbCVq1S9VqbrG7esU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f5vlKwPN9sYldxkZGHk0p1qb0tCoIKbCVq1S9VqbrG7esU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_A2g5_MTjme5PqM-xMD8AsPBY34OJ9M8hEhVN9fIaj0tz8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_A2g5_MTjme5PqM-xMD8AsPBY34OJ9M8hEhVN9fIaj0tz8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meIPUZAuC_AytpeM291GCl-plffKRJgdRmxTgTrfkPGoXT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meIPUZAuC_AytpeM291GCl-plffKRJgdRmxTgTrfkPGoXT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gbAZAPJvXJXCD8Aasp7QQmjRodGkIjYxQs2Wbq_kvQn6R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gbAZAPJvXJXCD8Aasp7QQmjRodGkIjYxQs2Wbq_kvQn6Rw/viewform?usp=sf_link�


 

初一幾何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幾何 幾何第二冊 

3.3 三角形的

內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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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7 日或前完成以下練習題，請在作業簿上完成(要抄題，不用畫圖)。 

(參考 幾何第二冊 3.3 三角形的內角和) 

一. 填充題： 

1. 三角形按角可分為         、          、          三大類。 

2. 每個三角形的內角和都是_________度。 

3. 寫出下列三角形中未知角的度數，並判定它是甚麼三角形。 

 

未知角度數：(1)_______   (2)________   (3)________ 

判定：(1)________三角形   (2) ________三角形   (3) ________三角形 

 

二. 判斷題：(對的打勾，錯的打叉) 

(1) 等腰三角形一定是銳角三角形----(   ) 

(2) 等邊三角形一定是銳角三角形----(   ) 

(3) 三角形越大，它的內角和就越大—(   ) 

(4) 一個三角形最少有一個角是銳角—(   ) 

 

三. 解答題 



1.   △ABC 中，∠A= 
1

2
∠B= 

1

3
∠C，求出三角形的三個角分別是多少，并判定它是甚麼三角形 

 

2.  △ABC 是等腰三角形，若底角∠B=20°，求：∠A、∠C 

 



史地科組  2020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17 日   

初一級 

 

科目

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歷史 魏晉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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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頁，畫佛教傳入圖並上色。 

2. 完成該頁讀圖提示下面的問題，寫在同一份工作紙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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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世界的人口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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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世界的人口问题 

2. 根據課文內容，完成地理習作 P39 綜合練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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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7日前完成。 



第六章 世界的居民 

 



初一甲/乙生物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生物 人體生命的
調節：對外
界的感知-

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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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物實驗：視力游戲

適用日期：13/4/2020至17/4/2020

要求：在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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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將作業拍照，請拍到自己的姓名和學號並檢查圖片是否清晰。圖片模糊看不到姓名無法登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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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的結構和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XVWPKB5Ck

視覺形成及異常、其他眼疾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QzJm64xDo&t=10s

2）學習課本下冊P78-82

作業：有趣的視力遊戲

1.在下圖，你看到了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kotsopeng@gmail.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XVWPKB5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QzJm64xDo&t=10s


2.觀察，寫出下圖裏的數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觀察，寫出下圖中的數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下圖中的綫條，哪條最清晰？哪條比較粗？哪條很模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閉上一隻眼看下圖，哪種顔色上的字母比較清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下圖有多少黑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睜開雙眼，單左脚站立，能堅持幾秒鐘？___________。單右脚站立，能堅持幾秒鐘？___________。

閉上雙眼，單左脚站立，能堅持幾秒鐘？___________。單右脚站立，能堅持幾秒鐘？___________。

哪種情況單脚站立時間長？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