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科組  2020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   

 

高三級 

 

科目 

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中文 

《中學語文基

礎知識》、模

擬試題及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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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1. 各級學生必須每天完成一篇網上閱讀。 

 

2. 模擬試題 13。（題目由科班老師上傳至班群） 

 

3. 預習及完成《中學語文基礎知識》第五部分的所有練習題。(Pg156-176) 

 

https://macao.i-learner.com.hk/


高三甲英文

科目內容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英文 Decoding 5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

源

原學科教材及教學資

源

自學內容一:
週一:
1. 朗讀四級詞彙亂序版 List1-2 三次

2. Check answers of Mock Paper 4+ Writing 第一篇

3. 網上閱讀

週二:
1. 朗讀四級詞彙亂序版 List3-4 三次+範文（1）兩次

2. Decoding 5 Mock Paper 5

3. 網上閱讀

週三:
1. 朗讀四級詞彙亂序版 List5-6 三次 +範文（1）兩次

2. Check answers of Mock Paper 5+Writing 第一篇

1. 網上閱讀

週四:
1. 朗讀四級詞彙亂序版 List7-8 三次 +範文（2）兩次

2. 網上閱讀

注：課文及生字朗讀之前需用英文朗讀當天日期。比如說生字朗讀開頭應為：

Today is Monday, the16th of March, List 11...。課文朗讀開頭應為：Today is Monday,
the sixteenth of March，every city has.....



高三甲 數學 03/04/2020 

 

科目名

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數學 四校联

考入学

题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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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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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學生需於 4 月 3前完成以下練習題，可參考書《升大數學教程》例题学

习。 

要求： 完成下面题目的练习，抄写题目，每題要求有解題過程，写在作

业本上， 请于 4 月 3 日前交到课代表的邮箱。作业不完成者将被扣平时分。 

參考：書<<升大數學教程>>前 13 章內容；沒有複習過的內容不要求做  



 



 



 



高三甲生物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生物 人體的排
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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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020至3/4/2020

要求：在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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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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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附上5-10位同學的作業。

學習內容：

1）視頻：人體净水器-腎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VPr3_eI2A

腎單位的濾過作用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1sLIS1KMF4

自我檢測尿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7IDRYFFTUY

2）課本：暨大P28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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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暨大P291-293

典型例題1-10

題目和答案全部要以word格式輸入。完成後轉成PDF格式上交。

mailto:kotsopeng@gmail.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VPr3_eI2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1sLIS1KM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7IDRYFFTUY


高三甲物理 

 

請於 4 月 3 日 前完成以下作業，內容如下:  

請完成以下習題，每一題都需作出答案解釋（要求：需抄題到作業薄或 A4紙上，完成

後請自己妥善保存，並拍照上交作業。） 

1. 把一個質量為 m 的物體豎直向上拋出,空氣阻力為 f，物體在上升過程中加速 

度的大小是            ，在下降過程中加速度的大小是             。 

2. 體重 500N的人站在電梯內，電梯下降時 v-t圖像如圖所示，在下列幾段時 

間內，人對電梯底板的壓力分別為(取 g=10m/s2) 

(1)1-2s內，N1 =         ； 

(2)5-8s內，N2 =         ；  

(3)10-12s內，N3 =         。 

3．兩個相等的恒力分別作用在質量為 m1、m2兩個靜止的物體上，各經 t1、t2時 

間，它們速度相等，則 t1:t2 =              ，在 t1和 t2時間內位移的比 

S1:S2=             。 

4. 己知地球的半徑為 R，地面的重力加速度為 g，萬有引力恆量為 G，如果不 

考慮地球自轉的影響，地球的平均密度可以表示為              。 

5．已知地球質量 M 是 5.98×10
24
kg,萬有引力恆量 G是 6.67×10

-11 
N‧m

2
/kg

2 
， 

要發射一顆圍繞地球做勻速圓周運動的周期為 T的衛星,它運行時的軌道半 

徑 r=            ，速度 v=            。 

6．兩物體 A和 B，質量分別為 m1和 m2，互相接觸放在光 

滑水平面上，如圖所示，對物體 A施以水平方向的推 

力 F,則 A物體對 B物體的作用力大小是             。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物理 高三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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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光滑斜面的長度 L，高為 h，一個物體在頂端從靜止開始滑下，它到達斜面底 

端時速度的大小是            。 

8．一根長 60cm的繩子，能承受 100N的拉力，用它吊起一個質量為 5kg的物 

體。當物體擺動起來，經低點時，要保持繩子不斷，速度不能超過多少? 

9. 一輛氣車質量為 4t，在水平路面上勻速行駛，從某個時刻關閉發動機。經過 

20s 滑行 40m而停止，求車輪與地面間的摩擦系數。 

10. 為 1kg的小球挂在傾角為 300的光滑斜面上，如圖所示，當斜面以
3

3
g(m/s2) 

加速度向右勻加速直線運動時，求繩子的張力，g取 10m/s2。 



高三甲化學 3月 30日至 4月 3日 

 

科

目

名

稱 

主

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化

學 

化

學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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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複習綠色暨大書第七章第一節內容 

學生需於 3月 30日或前完成 

1. 同步練習冊以下題目,每題選擇題和填空題都要寫上解釋.計算題抄題目在家課簿完

成. 

p107一選擇題 6-10 

p108二填空題 3-4 

p108三計算題 1 (抄題目在家課簿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