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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靳茂生小學通告                    第３３號                    二零一六年十月廿日 

有關下載網上自學教材及提供「中文科校內評核修訂及推行 STEM 教育家長講座」簡報事宜 

敬啟者：為培養學生的自學精神，本校鼓勵學生於課餘時間，善用資訊科技進行網上學習。家長如有時間可陪同子女瀏覽，並從旁指導。
由於有些網站提供的資訊未必適合孩子，現特介紹較佳之自學教材，以供參考。此外，為免學生眼睛過份疲勞及影響其他方面的學習，建
議同學每天使用電腦學習的時間不宜超過 1 小時。如家長對瀏覽或下載自學教材有疑問，可致電本校聯絡蔡敬欣主任。同學如有遺失學校
內聯網或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帳號及密碼，請聯絡李智昌主任辦理更新戶口手續。盼家長能嘗試運用其中方法，協助子女溫習。  

 

另有關九月十四日「中文科校內評核修訂及推行 STEM 教育家長講座」簡報請見附頁 

    

此致 

三至六年級學生家長台啟  

                               校長：黎佩華 

學生自學教材： 

範疇 項目 內容 備註 

中 

文 

科 

現龍系列 現龍系列開展了多項電腦輔助中文教學的研究，為學生提供

更靈活有趣的學習形式，幫助學生紮穩語文基礎、培養學生

良好語文能力。 

http://www.chineseedu.hku.hk/index.htm 

中文字詞認讀訓練(第

二版) 字得其樂 

「字得其樂」是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出版的一套訓練

軟件。透過有趣的電腦遊戲，為在中文學習上遇到困難的小

學生提供一個系統化的中文字詞認讀訓練。這套軟件一共有

三隻光碟，下載的時候可以分別下載：「家長版」碟一、「家

長版」碟二和「家長版」碟三。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index.

html (下載區) 

輕鬆講故事，靈活說句

子 

教材套旨在提升初小學生的說話技巧。透過熟悉的事件及生

動有趣的互動學習，幫助學生組織完整句子、學習運用豐富

句子結構去表達意思及提升他們的叙事能力。下載檔案後，

到 story 資料夾按 main.exe。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

ge_516792c525b719067b070000 

(資源下載)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index.html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index.html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ge_516792c525b719067b07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ge_516792c525b719067b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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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理解與表達，與人

溝通好輕鬆 

這套教材套提供了十個學生日常接觸的生活情境，以提升學

生聆聽、觀察和思考等能力，希望他們能利用關聯詞語，透

過複句來表達事件之間的關係。下載檔案後，按 Autorun.exe。 

http://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

e_535f7a02316e83f11e000000 

(資源下載) 

輕鬆教，輕鬆學，聽說

讀寫教學策略資源套 

這資源套目的是向小學教師及家長介紹詞彙、語法、篇章和

用語的教學策略，把言語治療技巧融入日常教學中，藉以加

強學生的語言及學習能力。檔案為 PDF 檔。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

ge_516792c225b719067b040000 

(資源下載) 

詞彙策略輕鬆學，閱讀

寫作添歡樂 (初中學生

詞彙學習資源套)  

 

這套資源套是以輕鬆的手法及有趣的遊戲向初中學生介紹七

種詞彙學習策略，目標是讓學生：學會推敲新詞彙的意思及

鞏固已學過的詞彙在日常學習中靈活應用這些策略，進而提

升整體的學習與溝通表現。本資源套選取了大量初中中國語

文科及通識教育科課本裏的詞彙，透過短片、遊戲、簡介小

冊子、海報、提示卡、工作紙及其他相關資料介紹有關策略。 

http://vocab-strategies.edb.hkedcity.net/ 

咬字正確快．易．通 趕

走「懶音」好輕鬆  

為協助教師、家長和學生加深認識常見的「粵音失誤」，以

及掌握矯正「粵音失誤」及有效學習正音的技巧，教育局言

語及聽覺服務組製作了本資源套，供教師和家長使用與參

考。下載的檔案頗大，須耐心等候。下載完畢，解壓後雙擊

index.exe。 

http://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

e_516792c425b719067b060000 

(資源下載) 

理解策略學得快     

輕鬆閱讀無疆界資源套 

「理解策略學得快 輕鬆閱讀無疆界」是一套為高小及初中學

生編制的篇章理解策略資源套。本資源套內介紹的策略，包

括文體預測、內容撮要、內容整合及深層意思推理策略。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

ge_548504a89034433a5d000000  

(資源下載) 

讀寫策略發展網絡計劃

教材套 

教材套結集了「讀寫策略發展網絡計劃」中五所核心學校的

教學成果，內容主要關於識字、閱讀與寫作的學習策略，讓

學童能依據「學會學習」的原則，有效地運用策略於讀與寫

的學習上。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

ge_5643177f316e83c312000000 

(資源下載) 

http://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e_535f7a02316e83f11e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e_535f7a02316e83f11e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iworld/resource/dl.phtml?iworld_id=6&file_id=40611&by_js=1
http://www.hkedcity.net/iworld/resource/dl.phtml?iworld_id=6&file_id=40611&by_js=1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ge_516792c225b719067b04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ge_516792c225b719067b04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e_516792c425b719067b06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e_516792c425b719067b06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ge_5643177f316e83c312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subject/page_5643177f316e83c3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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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網上自學教材 提供 P1-6 中文科網上自學教材。 登入學校內聯網→學習中心→學科天地

→中文科連結。 

 

英 

文 

科 

ROW Rebuilding Our Word-planet "ROW" 讓學生透過互動和具趣味

性的文字遊戲，學習英文語音技巧和拼寫方法。使用香港教

育城學生戶口登入。 

http://row1.proj.hkedcity.net/misc/login.php

?target_url=/about/about_index.php 

Starfall Starfall 是一個學習英文語音技巧和拼寫方法的網上學習平

台。 

http://www.starfall.com/ 

TV news 學生使用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聆聽已剪輯的新聞報

導，有助提升學生的英文聆聽能力。 

http://tvnews.hkedcity.net/public/news_arch

ive.aspx 

e-stories 學生透過聆聽著名及有趣的英文故事，以提升學生的英文閱

讀、聆聽及寫作故事能力。 

登入學校內聯網→學習中心→學科天地

→英文科連結。 

其他網上自學教材 提供 P1-6 英文網上自學教材。 登入學校內聯網→學習中心→學科天地

→英文科連結。 

數 

學 

科 

數之樂：小學生數學輔

助教材 

目的是為老師或家長提供有關的教材及學習活動，幫助有學

習困難的初小學生理解數學的基本概念和技巧，鞏固學習根

基，特別對於「數」的學習範疇和應用題的掌握。 

http://www.hkedcity.net/iclub_files/a/1/6/w

ebpage/sen_maths/ebook_web/index.html 

其他網上自學教材 提供 P1-6 數學網上自學教材。 登入學校內聯網→學習中心→學科天地

→數學科連結。 

常 

識 

科 

十分科學 P4-6 學生以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透過自學，加強學生

對常識科學習內容的認知及興趣。 

https://www.hkedcity.net/10sci/ 

TV news 以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收看已剪輯的新聞報導，有助

提升學生時事觸角及批判能力。 

http://tvnews.hkedcity.net/public/news_arch

ive.aspx 

其他網上自學教材 提供 P1-6 常識科網上自學教材。 登入學校內聯網→學習中心→學科天地

→常識科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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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

困難的小一學生 

家長可運用電子書內的輔助教材，包括識字教學、句子教學、

輕鬆學數學、英文教學及個人自理，為小一學生提供輔導，

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和興趣。家長只需下載光碟二，下載檔

案後，按 Autorun.exe。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basic/page

_5292c930e34399b231000000 

(資源下載) 

社交技巧輕鬆學  與人

溝通無隔膜 

透過十個故事介紹一般常用的社交技巧，及通過不同的活

動：《入門篇》、《訓練篇》、《挑戰篇》，來提升學童的

社交溝通能力，尤其適用於一些社交能力較弱的學童。下載

檔案後，按 Autorun.exe。 

http://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

e_516792c625b719067b080000 

(資源下載) 

活用思考法 活用思考法旨在透過多元化的內容及生活例子，讓學童學習

思維的方法，有系統地培育學生的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及解決問題能力。 

http://thinking.proj.hkedcity.net/main.php 

執行技巧訓練教材套 

(專注能力) 

這個教材套旨在提升小學生的自我控制及執行能力。教材套

可供教師、學生輔導人員及教育心理學家在小組輔導中使用。 

http://resources.hkedcity.net/resource_detail

.php?rid=1579051203 

執行技巧訓練：指導計

劃手冊 (專注能力) 

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孩子的注意力、活躍程度和自

制力，較同齡孩子有明顯的差異，導致他們在學習、社交和

家庭生活上都會遇到較大的困難。研發「執行技巧訓練：指

導計劃」，用以提升他們的執行技巧和自我管理能力。下載

完畢，解壓後雙擊 Does.exe。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

l/resources/adhd/COPES%20Manual/index.

html 

(按下載全套) 

改善專注力多媒體光碟

教材套 

這教材套由教育局製作，是一套改善專注力的多媒體光碟教

材套。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

opment/kla/technology-edu/resources/comp

uter-edu/download.html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basic/page_5292c930e34399b231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basic/page_5292c930e34399b23100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e_516792c625b719067b080000
http://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e_516792c625b719067b080000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adhd/COPES%20Manual/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adhd/COPES%20Manual/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adhd/COPES%20Manual/index.html
http://www.hkedcity.net/iworld/resource/dl.phtml?iworld_id=6&file_id=33125&by_js=1
http://www.hkedcity.net/iworld/resource/dl.phtml?iworld_id=6&file_id=33125&by_j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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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寫 

作 

 

聆 

聽 

 

說 

話 
 

 

 

 

中作卷(作文)  

 

 
 

一、二年級中作卷 

(一)  句式仿作：(18% @6%) 
      依照例句，運用三素句(人+地+事) 寫作兩句 
      完整的句子，內容不得與例句相同。 
 
       例句：爺爺在家裏 看報紙。 
 

(二)  供詞造句：運用下列詞語，造一句意思完整 

                通順的句子。 

      (每句不可少於6個字，包括標點符號在內。) 

                                   (18% @6%) 

                                             

     1. 禮貌 

                        
                          

           
       

  

14 P.2中作1.doc


2 

 

 

 

中文卷(讀文)  

 

 
 

一年級中文卷 

14 P.1中文1.doc
14 P.1中文1.doc


3 

二年級中文卷 

三至四年級中文卷

五至六年級中文卷

14 P.2中文1.doc
14 P.2中文1.doc
14 P.4中文1.doc
14 P.4中文1.doc
14 P.5中文1.doc
14 P.5中文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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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不同文體： 

P.1 記敘文(記事)、童詩、童話故事 

P.2 記敘文(記事、記人)、童詩、童話故事 

P.3 記敘文(記事、記遊)、童詩、日記、書信 

P.4    記敘文(記事、記人、記遊、記物)、日記、週記、    

          書信、便條 

P.5 記敘文(記事、記人、記遊、記物) 、說明文、 

          描寫文、古詩文、 日記、週記、 書信、便條 

P.6     記敘文(記事、記人、記遊、記物) 、說明文、 

          描寫文、古詩文、日記、週記、議論、 

          書信、便條 

 

 

 

一、二年級中文卷 

  (一)閱讀理解：(20%@2%) 
  甲、閱讀下面文章，然後回答問題。 

  
 
 
 
 
 
 
 
 
 
 
 
 
 
 

      星期天，媽媽帶樂樂到百貨公司
買衣服，哪裡的人真多。走了一會兒。
樂樂和媽媽看見一個五、六歲的小妹
妹一邊哭，一邊叫：爺爺，我要爺爺。 

    樂樂拉著小妹妹，對媽媽說：她
的爺爺一定很著急，我們幫她一起找，
好嗎？媽媽微笑著說：樂樂，你真是
我的好孩子。 

 

 

          星期天，媽媽帶樂樂到百貨公司
買衣服，哪裡的人真多。走了一會兒。
樂樂和媽媽看見一個五、六歲的小妹
妹一邊哭，一邊叫：爺爺，我要爺爺。 

     樂樂拉著小妹妹，對媽媽說：
她的爺爺一定很著急，我們幫她一起
找，好嗎？媽媽微笑著說：樂樂，你
真是我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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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正確的答案，把代表答案的英文 

字母填在方格內。 

 

3. 媽媽帶樂樂去百貨公司做什麼？ 

 

A. 找爺爺 

B. 買東西 

C. 幫助人 

D. 吃東西                  B 

 

          星期天，媽媽帶樂樂到百貨公司
買衣服，哪裡的人真多。走了一會兒。
樂樂和媽媽看見一個五、六歲的小妹
妹一邊哭，一邊叫：爺爺，我要爺爺。 

     樂樂拉著小妹妹，對媽媽說：
她的爺爺一定很著急，我們幫她一起
找，好嗎？媽媽微笑著說：樂樂，你
真是我的好孩子。 

 

 

5. 樂樂是個怎樣的孩子？ 

A. 是個關心老人家的孩子。 

B. 是個喜歡買東西的孩子。 

C. 是個喜歡幫助人的孩子。 

D. 是個沒有同情心的孩子。 C 
親愛)

(三) 配詞成句：請在(   )內填上適當的字，使 
     成為完整通順的句子。(10%@2%) 
 
 

(四) 字義辨正:選出適當的答案填在(   )內。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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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排句成段：請把下列的句子重新排列成 

     一段有意義的段落，並按先後次序，把 

     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填 在(  )內。 

                      (@4%)（全對才給分） 

1.  A. 我請她坐下    

    B. 奶奶來探望我們     

    C. 再給她敬杯茶     

     (   B    )    (   A    )    (   C   ) 

三至四年級中文卷

選出正確的答案，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填在方格內。 

 我很愛吃雞蛋仔，早已嘗遍各種口味，但令
我印象深刻的，還是上星期六吃的雞蛋仔。那天，
我們一家人到離島遊玩時，看見一位老伯伯在賣雞
蛋仔。他的工具很簡陋，只有一個炭爐和一副模具。
我沒有多大興趣，爸爸卻興奮地買了一包遞給我，
說：「美瑛，嘗嘗這些雞蛋仔的味道吧！」 

 我覺得很好奇，這不就是最普通的原味雞蛋
仔嗎？爸爸為什麼特地買來給我吃呢？我把一顆放
進嘴裏，沒想到濃郁的奶香味、蛋香味立刻在嘴裏
瀰漫開來，咬開外面的脆皮，裏面既軟且甜，十分
可口，我忍不住連吃了幾顆。 

 

題目： 

4. 為什麼作者起初對離島老伯伯製作   

   的雞蛋仔沒有多大興趣？ 

A. 因為老伯伯的店舖外貌不吸引。 

B. 因為老伯伯的雞蛋仔賣相不佳。  

C. 因為作者不太喜歡吃原味的雞蛋仔。 

D. 因為作者覺得老伯伯的雞蛋仔十分 

   普通。                     D                                                

             

選出正確的答案，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填在方格內。 

 我很愛吃雞蛋仔，早已嘗遍各種口味，但令
我印象深刻的，還是上星期六吃的雞蛋仔。那天，
我們一家人到離島遊玩時，看見一位老伯伯在賣雞
蛋仔。他的工具很簡陋，只有一個炭爐和一副模具。
我沒有多大興趣，爸爸卻興奮地買了一包遞給我，
說：「美瑛，嘗嘗這些雞蛋仔的味道吧！」 

 我覺得很好奇，這不就是最普通的原味雞蛋
仔嗎？爸爸為什麼特地買來給我吃呢？我把一顆放
進嘴裏，沒想到濃郁的奶香味、蛋香味立刻在嘴裏
瀰漫開來，咬開外面的脆皮，裏面既軟且甜，十分
可口，我忍不住連吃了幾顆。 

 

14 P.4中文1.doc
14 P.4中文1.doc
14 P.4中文1.doc
14 P.4中文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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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者寫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是甚麼？ 

A.比較傳統做法的雞蛋仔和新口味的異同。 

B.藉著記述在離島吃雞蛋仔的經歷，介紹傳   

  統的雞蛋仔。 

C.指出爸爸媽媽最喜歡傳統口味的雞蛋仔。 

D.通過記述吃雞蛋仔一事，懷念跟父母一    

  起遊玩的時光。                B                                 

 
 
古詩文擬題範例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將正確的答案填在   內。 

明日歌  錢福 
明日復 1 明日，明日何其2 多。 
我生3 待明日，萬事成蹉跎4。 
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5 看水東流，暮6 看日西墜7 。 
百年明日能幾何8？ 請君聽我《明日歌》。 
 
 1復：又。 
 2何其：多麼。 
 3生：一生。 
 4蹉跎：白白浪費了時間。 
 5朝：早上。 
 6暮：傍晚。 
 7墜：落下。 
 8幾何：多少。 
 
 

  
 
 
 
 
 
 
 
 
 
 
 
 
 
 

 

1. 在「我生待明日」一句中，「待」的意思是甚麽？ 
 
Ａ﹒優待         Ｂ﹒等待    
Ｃ﹒看待         Ｄ﹒期待       B 
 
2. 在「請君聽我《明日歌》」一句中，「君」的意     
   思是甚麽？ 
 
Ａ﹒統治         Ｂ﹒君王    
Ｃ﹒對人的尊稱      Ｄ﹒君子       C 
                                                                            

  
 
 
 
 
 
 
 
 
 
 
 
 
 
 

3.下列哪一項是這首詩的對偶句？ 
A.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B. 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C. 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 
D. 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                D 
  
4. 這首詩的主旨是 
A. 強調時光飛逝，所以人們應該及時行樂。 
B. 慨歎時間一去不復返，因此人們應要把握每一天   
   好好學習。  
C. 說明人的生命短暫，時間過得非常快。 
D. 勸勉人們應珍惜光陰，不要總是把事情拖延  D 
   到明天才做。                                   

• 預習課文問題 

• 朗讀課文 

• 理解詞語、段落大意、主旨 

• 平日多閱讀不同種類課外書 

• 摘錄課外書內優美詞彙及佳句 

• 做閱讀理解、語文知識練習 

• 朗讀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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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習課文詞語、語文知識 

• 溫習實用文格式、情境文、 

      不同文體文章 

• 溫習溫習工作紙 



1 

•評估方法 

•溫習方法 

•應試策略 

• STEM 教育 

空
間 

  

中
央
課
程(

課
本) 

自
學
課
文/
單
元 

專題研習 

生活技能 

科技模型 

時事課 

延伸閱讀 

研習課 

服務學習 

科學探究 

全方位學習： 
哈樂車、 
護苗車、 
參觀日 

校本課程 

多元化評估 

佔分比例 
 考試內容 佔分比例 

筆試  90% 

日常考查  5% 

生活技能(P.1-3)  5% 

時事題(P.4-6) 5% 

專題研習(P.1-6)  考三 (以等第表示) 

日常考查內容 

自我管理 
(個人衛生) 

社交技能 
(人際關係) 

公德心 責任感 
(作業處理)  
 

課堂表現 

校服整齊 與人和睦相
處  

保持桌椅
清潔整齊  

字體整齊          積極參與
課堂活動    
 

頭髮整潔  待人有禮  保持座位
四周整潔  

準時繳交          留心聽講 

指甲整潔 
 

與人合             
作 

不亂拋紙
屑雜物 

認真作答 
 

齊備課堂
應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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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技能(P.1-P.3) 

• 教師寫家課冊提醒學生回家
練習 
 

• 家長多跟學生練習 
 

 

目的：鼓勵學生了解社會， 
           關心身邊所發生的事 
 
題型：選擇題 / 供詞填充 
 
取材：大約考試前一個月 / 大型的事件 
 
  
    
 
 
 
 

時事題 (P.4-P.6) 

1.讓學生發展共通能力 
2.研習課掌握不同技能 
3.在學校完成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 
一至二年級 三至六年級 

形式 個人 小組 (3-4人) 

家長配合 1. 協助學生搜集  
資料、圖片   

2. 根據指引協助學
生準備口頭匯報 

詳情參閱家長手冊 P.14-15 

筆試部份 
 

考核方向 
 
1.考核課文內容 
2.考核所學概念 
3.能否靈活運用所   
   學內容 
4.以不同的生活化    
   情境考核學生能    
   否應用所學概念 

 
 

試題類型 
• 填充(P.1-3 供詞) • 填色題 

• 填表 • 繪圖題 

• 配對 /連綫 • 實驗題 

• 判斷題  • 問答題 

• 分類 (圖片或文
字) 

• 生活情境題 

• 序列/排列 • 選擇題 

• 列舉 • 時事分析題 

• 簡答題 • 地圖閱讀題 

• 填圖題 • 其他 

温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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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抄寫字詞， 
   減少錯別字。 

• P1-4 供詞填充 
• P4-6 填充(不供詞) 

 
• P1-2 簡答 
• P3-6 問答 考核課文內容 

考核所學概念 2.熟讀課文總結、    
   小總結、圖片等 
3.重要部份要牢記，  
   如定義等。 

4.靈活運用所學內容。 
• 除了考核書中的例子外，

還會考核日常生活所見
的例子。 
 

• 考核曾經學過的組織圖，
如時間線、主題網、溫
氏圖等。 

考核課文內容 
考核所學概念 

5.以不同的組織圖、  
   點列式等方法整   
   理重點 

考核課文內容 
考核所學概念 應試策略 

 
1.抄寫字詞，減少錯別字。 

2.熟讀課文總結、小總結、  

  圖片等 

3.重要部份要牢記，如定        

  義等。 

4.靈活運用所學內容 

5.以不同的組織圖、點列 

  式等方法整理重點，有  

  助有系統地記錄重點 

温習方法 應試策略 

1.小心審題  
2.圏起題目關鍵詞 
3.分類/填充：刪去  
  不合理或已使用  
  的答案 
4.簡答題：抄寫字 
  詞 

 
 
 
 

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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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42525 

• 122 

42525 

運用科學知 
識及科學過 
程技能來解 
釋自然現象 

設計方案或  /
及製作模型來
解決日常生活
中的難題 

運用資訊及通
訊科技 (ICT) 

邏輯思維、量
度、計算…... 

  

LEGO機械人 

活動班 

參觀 

課程加強科學 

過程技能元素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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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科技教材套 六年級  (動物適應寒冷的環境  -  脂肪層) 

 

• 科學過程技能： 
– 預測 

– 測量 

– 記錄 

– 數據詮釋 

– 公平測試 

– 傳意 

六年級  (動物適應寒冷的環境  -  脂肪層) 六年級  (動物適應寒冷的環境  -  脂肪層) 

 

• 編程 

• 邏輯思維 

• 解難 

LEGO 機械工程師 

 

比賽 

1. 教師參考及工作紙_動物適應寒冷的環境(脂肪層).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