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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乙（4月 27-28日） 

科目內容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英文 
Grammar 

(Inversion) 

PPT 

網上練習 

工作紙 

網上練習 

自學內容： 

請準備好筆記本及作業本。 

請將以下內容（五）抄寫於筆記簿(可列印，貼在筆記)，並按要求完成下列各個步驟。 

把六（Practice）抄寫於作業簿並按要求完成。 

五、  部分倒裝（Partial Inversion） 

1.only所修飾的副詞、介詞短語或狀語從句放在句首時, 要進行部分倒裝，如： 

Only then did I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English. 

只有用這種方式，我們才能取得進步。 

                                                                                   

只有在你生病的時候，你才會意識到健康的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only修飾主語，仍用自然語序，如： 

  Only you can help me.  

2.so...that; such…that放在句首時, 要進行部分倒裝 

So hard does he work that h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English. 

我們有如此多的作業要做以至於我們沒有時間放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她是一個如此可愛的小孩以至於大家都喜歡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用於 so、 nor 、neither 開頭的句子 

此類倒裝用於重複前句部分內容 

前句是肯定句，用 so  某人/某事也… 

前句是否定句, 用 neither nor某人/某事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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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裝句中的謂語應與前句的謂語時態形態一致 

He has been to Beijing. So have I. 他到過北京，我也到過。 

Tom can’t answer the question. Neither /Nor can I. Tom不會回答這個問題，我也不會。  

So +be/助動詞/情態動詞+主語             某人也是如此 

Nor/neither +be/助動詞/情態動詞+主語     某人也不是如此 

他喜歡跳舞，他妹妹也喜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 +主語+be/助動詞/情態動詞       某人確實如此 

Betty is a nice girl. So she is. 

1). 他喜歡讀書，我也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從來沒有去過廣州大學，他也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在 as引導的讓步副詞子句中，要把補足語前置：名詞\形容詞\副詞\動詞\分詞+as+主語+其它 

Although I am ugly, I am gen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ough he is a child, he can take care of himsel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如果子句的補足語是名詞，前不加任何冠詞 

儘管他很努力，他還是失敗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雖然她試了，她還是沒有通過考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If 虛擬條件從句中.從句有(were/should/had) 

（1）If I were you, I would work h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If it should rain tomorrow, we would put off our meet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If he had followed my advice, he would have succeed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Practice 

I. Rewri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inverte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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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didn’t go there. He didn’t go there either. 

I didn’t go there,                                                                           

2. I like drawing. My brother likes drawing, too. 

                                                                                        

3. You will see so many seats only at a stadium in Beijing. 

                                                                                        

4. It is such an interesting book that John has read it twice. 

                                                        that John has read it twice. 

5. I realized that I was wrong only then. 

                                                                                        

6. Though she is pretty, she is not clever.  

                                                                                        

II.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In Inverted Sentence） 

1. 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拯救她的生命。   

                                                                                                   

2.儘管錢很重要，但它買不來幸福。 

                                                                                                   

3.Emma是如此的迷人以至於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4. 如果我能再上一次學，我會學習得更努力。 

                                                                                        

5. 要是昨晚下過雨的話，現在地面就會是濕的。 

                                                                                        

7. 如果明天下雨的話，我就不會去。 

                                                                                        

本周文法自學內容到此結束。 

請注意 

1. 本周 zoom 上課時間為 28/4 （11：00-12:00） 

2. 每天務必完成網上閱讀練習。 

 



高三乙(文班)   2020年 4月 27日至 5月 1日 

 

科目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數學 升大模

擬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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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在模擬卷上完成，選擇題需寫適當的分析過程。 

做完後在數學群組上認真校對答案並改正。 

 



史地科組 2020 年  4月 27日至 5 月 1日 
 
高三乙班 

 

科目 

名稱 

主題 自學內容 學生作業 

地理 
 
課本第五篇第
三、四、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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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第五篇第三、四、五章及理解完成書本P.229-232(第三章)P.236-239(第四章) )P.249-

250(第五章)---真題詳解習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