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2019-2020 年度 

復活節假期功課安排(一年級) 

 

科目 1A 1B 1C 1D 1E 

中文 (1) 工作紙(一下一冊) 
p.19,20,37-39 

(2) 日記一篇 
   (字數不少於三十字) 

(1) 工作紙(一下一冊) 
p.19,20,37-39 

(2) 日記一篇 
   (字數不少於三十字) 

(1) 工作紙(一下一冊) 
p.19,20,37-39 

(2) 日記一篇 
   (字數不少於三十字) 

(1) 工作紙(一下一冊) 
p.19,20,37-39 

(2) 日記一篇 
   (字數不少於三十字) 

(1) 工作紙(一下一冊) 
p.19,20,37-39 

(2) 日記一篇 
   (字數不少於三十字) 

英文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W.B. U4 p. 6-13, 22-31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W.B. U4 p. 6-13, 22-31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W.B. U4 p. 6-13, 22-31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W.B. U4 p. 6-13, 22-31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W.B. U4 p. 6-13, 22-31 

數學 (1) 作業 1 下 A p.10-11 
(2) 書  1 下 A p.43-44 

(1) 作業 1 下 A p.10-11 
(2) 書  1 下 A p.43-44 

(1) 作業 1 下 A p.10-11 
(2) 書  1 下 A p.43-44 

(1) 作業 1 下 A p.10-11 
(2) 書  1 下 A p.43-44 

(1) 作業 1 下 A p.10-11 
(2) 書  1 下 A p.43-44 

常識 (1) 作業第 3 冊 
   p.6-7,12-13 

(1) 作業第 3 冊 
   p.6-7,12-13 

(1) 作業第 3 冊 
   p.6-7,12-13 

(1) 作業第 3 冊 
   p.6-7,12-13 

(1) 作業第 3 冊 
   p.6-7,12-13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2019-2020 年度 

復活節假期功課安排(二年級) 

 

科目 2A 2B 2C 2D 2E 

中文 (1) 工作紙(二下第一冊) 
p.3,4,5,6,7 

(2) 書(二下第一冊) 
《買電影票》

p.20,21,22,23 
(3) 書(二下第一冊) 

《排隊》p.46,47,48 
(4) 書(二下第一冊)《5》

p.96,97,98 

(1) 工作紙(二下第一冊) 
p.3,4,5,6,7 

(2) 書(二下第一冊) 
《買電影票》

p.20,21,22,23 
(3) 書(二下第一冊) 

《排隊》p.46,47,48 
(4) 書(二下第一冊)《5》

p.96,97,98 

(1) 工作紙(二下第一冊) 
p.3,4,5,6,7 

(2) 書(二下第一冊) 
《買電影票》

p.20,21,22,23 
(3) 書(二下第一冊) 

《排隊》p.46,47,48 
(4) 書(二下第一冊)《5》

p.96,97,98 

(1) 工作紙(二下第一冊) 
p.3,4,5,6,7 

(2) 書(二下第一冊) 
《買電影票》

p.20,21,22,23 
(3) 書(二下第一冊) 

《排隊》p.46,47,48 
(4) 書(二下第一冊)《5》

p.96,97,98 

(1) 工作紙(二下第一冊) 
p.3,4,5,6,7 

(2) 書(二下第一冊) 
《買電影票》

p.20,21,22,23 
(3) 書(二下第一冊) 

《排隊》p.46,47,48 
(4) 書(二下第一冊)《5》

p.96,97,98 

英文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 2, 19-2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 2, 19-2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 2, 19-2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 2, 19-2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 2, 19-22 

數學 作業二下 A 冊 

(1) p. 6-7 綜合練習一 

(2) p. 14-15 綜合練習二 

(3) p. 20-21 綜合練習三 

(4) p. 28-29 綜合練習四 

(5) p. 32-33 綜合練習五 

作業二下 A 冊 

(1) p. 6-7 綜合練習一 

(2) p. 14-15 綜合練習二 

(3) p. 20-21 綜合練習三 

(4) p. 28-29 綜合練習四 

(5) p. 32-33 綜合練習五 

作業二下 A 冊 

(1) p. 6-7 綜合練習一 

(2) p. 14-15 綜合練習二 

(3) p. 20-21 綜合練習三 

(4) p. 28-29 綜合練習四 

(5) p. 32-33 綜合練習五 

作業二下 A 冊 

(1) p. 6-7 綜合練習一 

(2) p. 14-15 綜合練習二 

(3) p. 20-21 綜合練習三 

(4) p. 28-29 綜合練習四 

(5) p. 32-33 綜合練習五 

作業二下 A 冊 

(1) p. 6-7 綜合練習一 

(2) p. 14-15 綜合練習二 

(3) p. 20-21 綜合練習三 

(4) p. 28-29 綜合練習四 

(5) p. 32-33 綜合練習五 

常識 (1) 作業第 4 冊 

p.10,11 

(1) 作業第 4 冊 

p.10,11 

(1) 作業第 4 冊 

p.10,11 

(1) 作業第 4 冊 

p.10,11 

(1) 作業第 4 冊 

p.10,11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2019-2020 年度 

復活節假期功課安排(三年級) 

 

科目 3A 3B 3C 3D 3E 

中文 (1) 三下第一冊 
書 p.21-24 及.46-49 

(2) 三下第一冊 
工作紙 

   p.29-31 及 p.57-59 

(1) 三下第一冊 
書 p.21-24 及.46-49 

(2) 三下第一冊 
工作紙 

   p.29-31 及 p.57-59 

(1) 三下第一冊 
書 p.21-24 及.46-49 

(2) 三下第一冊 
工作紙 

   p.29-31 及 p.57-59 

(1) 三下第一冊 
書 p.21-24 及.46-49 

(2) 三下第一冊 
工作紙 

   p.29-31 及 p.57-59 

(1) 三下第一冊 
書 p.21-24 及.46-49 

(2) 三下第一冊 
工作紙 

   p.29-31 及 p.57-59 

英文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5-16, 21-24 
(3) Spell: verb tables on p. 

31, 41, 49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5-16, 21-24 
(3) Spell: verb tables on p. 

31, 41, 49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5-16, 21-24 
(3) Spell: verb tables on p. 

31, 41, 49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5-16, 21-24 
(3) Spell: verb tables on p. 

31, 41, 49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15-16, 21-24 
(3) Spell: verb tables on p. 

31, 41, 49 

數學 (1) 樂思補充 p.14-17 

   進展評估一 

(2) 作業 p.10,11 

綜合練習一 

(3) 作業 p.16,17 

綜合練習二 

(4) 作業 p.24,25 

   綜合練習三 

(1) 樂思補充 p.14-17 

   進展評估一 

(2) 作業 p.10,11 

綜合練習一 

(3) 作業 p.16,17 

綜合練習二 

(4) 作業 p.24,25 

   綜合練習三 

(1) 樂思補充 p.14-17 

   進展評估一 

(2) 作業 p.10,11 

綜合練習一 

(3) 作業 p.16,17 

綜合練習二 

(4) 作業 p.24,25 

   綜合練習三 

(1) 樂思補充 p.14-17 

   進展評估一 

(2) 作業 p.10,11 

綜合練習一 

(3) 作業 p.16,17 

綜合練習二 

(4) 作業 p.24,25 

   綜合練習三 

(1) 樂思補充 p.14-17 

   進展評估一 

(2) 作業 p.10,11 

綜合練習一 

(3) 作業 p.16,17 

綜合練習二 

(4) 作業 p.24,25 

   綜合練習三 

常識 (1) 作業第 4 冊 p.1,2 

(2) 剪報一則 

從「港聞」、「中國新

聞」及「國際新聞」中

選擇合適的新聞。 

(1) 作業第 4 冊 p.1,2 

(2) 剪報一則 

   從「港聞」、「中國新 

   聞」及「國際新聞」中 

   選擇合適的新聞。 

(1) 作業第 4 冊 p.1,2 

(2) 剪報一則 

   從「港聞」、「中國新 

   聞」及「國際新聞」中 

   選擇合適的新聞。 

(1) 作業第 4 冊 p.1,2 

(2) 剪報一則 

   從「港聞」、「中國新 

   聞」及「國際新聞」中 

   選擇合適的新聞。 

(1) 作業第 4 冊 p.1,2 

(2) 剪報一則 

   從「港聞」、「中國新 

   聞」及「國際新聞」中 

   選擇合適的新聞。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2019-2020 年度 

復活節假期功課安排(四年級) 

 

科目 4A 4B 4C 4D 4E 四抽 

中文 工作紙四下第一冊 
(1) p.28-30 

《胡佛水壩》 
(2) P.57-59 

《勤學的故事》

的閱讀理解練習 

工作紙四下第一冊 
(1) p.28-30 

《胡佛水壩》 
(2) P.57-59 
《勤學的故事》的

閱讀理解練習 

工作紙四下第一冊 
(1) p.28-30 
《胡佛水壩》 

(2) P.57-59 
《勤學的故事》的

閱讀理解練習 
(3) 語文精練練習 16 

( p.42-43) 

工作紙四下第一冊 
(1) p.28-30 
《胡佛水壩》 

(2) P.57-59 
《勤學的故事》的

閱讀理解練習 
(3) 語文精練練習 16 

( p.42-43) 

工作紙四下第一冊 
(1) p.28-30 
《胡佛水壩》 

(2) P.57-59 
《勤學的故事》的

閱讀理解練習 

工作紙四下第一冊 
(1) p.28-30 
《胡佛水壩》 

(2) P.57-59 
《勤學的故事》的

閱讀理解練習 
 

英文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3) Grammar p. 29 

(Part A+Part B) 
(4) WB p.29(Part A), 

p.30(Part C)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3) Grammar p. 29 

(Part A+Part B) 
(4) WB p.29(Part A), 

p.30(Part C)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3) Grammar p. 29 

(Part A+Part B) 
(4) WB p.29(Part A), 

p.30(Part C) 
(5) HKAT 

p.58,59,p.61-63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3) Grammar p. 29 

(Part A+Part B) 
(4) WB p.29(Part A), 

p.30(Part C) 
(5) HKAT 

p.58,59,p.61-63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3) Grammar p. 29 

(Part A+Part B) 
(4) WB p.29(Part A), 

p.30(Part C)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3) Grammar p. 29 

(Part A+Part B) 
(4) WB p.29(Part A), 

p.30(Part C) 

數學 作業四下 A 冊 
(1)  p.10-11 綜合練習 
(2)  p.16-17 綜合練習 
(3)  p. 30-31綜合練習 

作業四下 A 冊 
(1)  p.10-11 綜合練習 
(2)  p.16-17 綜合練習 
(3)  p. 30-31綜合練習 

作業四下 A 冊 
(1)  p.10-11 綜合練習 
(2)  p.16-17 綜合練習 
(3)  p. 30-31綜合練習 

(4)  高思維 Ex6-10 

作業四下 A 冊 
(1)  p.10-11 綜合練習 
(2)  p.16-17 綜合練習 
(3)  p. 30-31綜合練習 

(4)  高思維 Ex6-10 

作業四下 A 冊 
(1)  p.10-11 綜合練習 
(2)  p.16-17 綜合練習 
(3)  p. 30-31綜合練習 

作業四下 A 冊 
(1)  p.10-11 綜合練習 
(2)  p. 30-31綜合練習 

常識 (1) 
模型製作：

 
製 造 一 艘 流 水 動   
力船。 

(2) 
剪報兩則：

 

   按照指引，以六色 
   思維完成讀後感。 

(1) 
模型製作：

 
製 造 一 艘 流 水 動   
力船。 

(3) 
剪報兩則：

 

   按照指引，以六色 
   思維完成讀後感。 

(1) 
模型製作：

 
製 造 一 艘 流 水 動   
力船。 

(2) 
剪報兩則：

 

按照指引，以六色

思維完成讀後感。
 

(1) 
模型製作：

 
製 造 一 艘 流 水 動   
力船。 

(2) 
剪報兩則：

 

   按照指引，以六色 
   思維完成讀後感。 

(1) 
模型製作：

 
製 造 一 艘 流 水 動   
力船。 

(2) 
剪報兩則：

 

   按照指引，以六色 
   思維完成讀後感。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2019-2020 年度 

復活節假期功課安排(五年級) 

 

科目 5A 5B 5C 5D 5E 五抽 

中

文 

工作紙 (五下第一冊) 

(1) 工作紙 p.26-29 

  (視聽資訊練習 

《我們的港灣》) 

(2) 工作紙 p.30-32 

   (閱讀理解 

 《玩雜技》) 

(3) 香港學科測驗中一入
學前模擬試(包括聆

聽、閱讀測驗) 

 
請同學在模擬試卷

 

   
答題紙上作答

 

(4) 閲讀理解評估

(二)p.42-47 

工作紙 (五下第一冊) 

(1) 工作紙 p.26-29 

  (視聽資訊練習 

《我們的港灣》) 

(2) 工作紙 p.30-32 

   (閱讀理解 

 《玩雜技》) 

(3) 香港學科測驗中一入
學前模擬試(包括聆

聽、閱讀測驗) 

 
請同學在模擬試卷

 

   
答題紙上作答

 

工作紙(五下第一冊) 

(1) 工作紙 p.26-29 

  (視聽資訊練習 

《我們的港灣》) 

(2) 工作紙 p.30-32 

   (閱讀理解 

 《玩雜技》) 

(3) 香港學科測驗中一入
學前模擬試(包括聆

聽、閱讀測驗) 

 
請同學在模擬試卷

 

   
答題紙上作答

 

工作紙 (五下第一冊) 

(1) 工作紙 p.26-29 

  (視聽資訊練習 

《我們的港灣》) 

(2) 工作紙 p.30-32 

   (閱讀理解 

 《玩雜技》) 

(3) 香港學科測驗中一入
學前模擬試(包括聆

聽、閱讀測驗) 

 
請同學在模擬試卷

 

   
答題紙上作答

 

工作紙 (五下第一冊) 

(1) 工作紙 p.26-29 

  (視聽資訊練習 

《我們的港灣》) 

(2) 工作紙 p.30-32 

   (閱讀理解 

 《玩雜技》) 

(3) 香港學科測驗中一入
學前模擬試(包括聆

聽、閱讀測驗) 

 
請同學在模擬試卷

 

   
答題紙上作答

 

(4) 閲讀理解評估

(二)p.42-47 

工作紙 (五下第一冊) 

(1) 工作紙 p.26-29 

  (視聽資訊練習 

《我們的港灣》) 

(2) 工作紙 p.30-32 

   (閱讀理解 

 《玩雜技》) 

(3) 香港學科測驗中一入
學前模擬試(包括聆

聽、閱讀測驗) 

 
請同學在模擬試卷

 

   
答題紙上作答

 

英

文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G. p. 29, p. 31 (Part E) 

(3) W.B. p. 29 (Part B), 

p. 30 (#7-12) 

(4) HKAT Ex 15-16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G. p. 29, p. 31 (Part E) 

(3) W.B. p. 29 (Part B), 

p. 30 (#7-1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G. p. 29, p. 31 (Part E) 

(3) W.B. p. 29 (Part B), 

p. 30 (#7-1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G. p. 29, p. 31 (Part E) 

(3) W.B. p. 29 (Part B), 

p. 30 (#7-1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G. p. 29, p. 31 (Part E) 

(3) W.B. p. 29 (Part B), p. 

30 (#7-1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G. p. 29, p. 31 (Part E) 

(3) W.B. p. 29 (Part B), p. 

30 (#7-12) 

數

學 

補充(樂思) 

(1) p.2  (1-13單數) 

(2) p.4  (1-13單數) 

(3) p.8,9 

(4) p.10,11 

(5) p.12  (1-13單數) 

(6) p.14  (1-13單數) 

補充(樂思) 

(1) p.2  (1-13單數) 

(2) p.4  (1-13單數) 

(3) p.8,9 

(4) p.10,11 

(5) p.12  (1-13單數) 

(6) p.14  (1-13單數) 

補充(樂思) 

(1) p.2  (1-13單數) 

(2) p.4  (1-13單數) 

(3) p.8,9 

(4) p.10,11 

(5) p.12  (1-13單數) 

(6) p.14  (1-13單數) 

補充(樂思) 

(1) p.2  (1-13單數) 

(2) p.4  (1-13單數) 

(3) p.8,9 

(4) p.10,11 

(5) p.12  (1-13單數) 

(6) p.14  (1-13單數) 

補充(樂思) 

(1) p.2  (1-13單數) 

(2) p.4  (1-13單數) 

(3) p.8,9 

(4) p.10,11 

(5) p.12  (1-13單數) 

(6) p.14  (1-13單數) 

補充(樂思) 

(1) p.2  (1-13單數) 

(2) p.4  (1-13單數) 

(3) p.8,9 

(4) p.10,11 

(5) p.12  (1-13單數) 

(6) p.14  (1-13單數) 

常

識 

剪報一則 

(1) 搜集港聞、兩岸或國
際新聞。 

(2) 反思部分，需簡述新
聞內容、寫上個人對

事件的感想及提出合

適的建議。 

剪報一則 

(1) 搜集港聞、兩岸或國
際新聞。 

(2) 反思部分，需簡述新
聞內容、寫上個人對

事件的感想及提出合

適的建議。 

剪報一則 

(1) 搜集港聞、兩岸或國
際新聞。 

(2) 反思部分，需簡述新
聞內容、寫上個人對

事件的感想及提出合

適的建議。 

剪報一則 

(1) 搜集港聞、兩岸或國
際新聞。 

(2) 反思部分，需簡述新
聞內容、寫上個人對

事件的感想及提出合

適的建議。 

剪報一則 

(1) 搜集港聞、兩岸或國
際新聞。 

(2) 反思部分，需簡述新
聞內容、寫上個人對

事件的感想及提出合

適的建議。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2019-2020 年度 

復活節假期功課安排(六年級) 

 

科目 6A 6B 6C 6D 6E 六抽 

中文 (1) 短文兩篇 

(2) 工作紙六下 

第一冊 

p.28-30及 

p.63-66 

(3) 準備一分半鐘 

   圖書分享或互動 

   遊戲分享講稿。 

(1) 短文兩篇 

(2) 工作紙六下 

第一冊 

p.28-30及 

p.63-66 

(3) 準備一分半鐘 

   圖書分享或互動 

   遊戲分享講稿。 

(1) 短文兩篇 

(2) 工作紙六下 

第一冊 

p.28-30及 

p.63-66 

(3) 準備一分半鐘 

   圖書分享或互動 

   遊戲分享講稿。 

(1) 短文兩篇 

(2) 工作紙六下 

第一冊 

p.28-30及 

p.63-66 

(3) 準備一分半鐘 

   圖書分享或互動 

   遊戲分享講稿。 

(1) 短文兩篇 

(2) 工作紙六下 

第一冊 

p.28-30及 

p.63-66 

(3) 準備一分半鐘 

   圖書分享或互動 

   遊戲分享講稿。 

(4) 議論文 
《論漫畫是否有益

的讀物》 

(1) 短文兩篇 

(2) 工作紙六下 

第一冊 

p.28-30及 

p.63-66 

(3) 準備一分半鐘 

   圖書分享或互動 

   遊戲分享講稿。 

英文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3) JumpStart Mock 7 

(Section A, B & C) 

(1) Raz 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Finish Phase 2 

assignments) 

(2) R. p. 3-6, 11-12 

數學 (1) 作業 6下 A冊 

 p.10-11綜合練習一 

(2)  樂思 p.2-3,4-5,6-7 

(1) 作業 6下 A冊 

 p.10-11綜合練習一 

(2)  樂思 p.2-3,4-5,6-7 

(1) 作業 6下 A冊 

 p.10-11綜合練習一 

(2)  樂思 p.2-3,4-5,6-7 

(1) 作業 6下 A冊 

 p.10-11綜合練習一 

(2)  樂思 p.2-3,4-5,6-7 

(1) 6 下 A 冊 作業 
    10-11 綜合練習一 
(2) 樂思 p.12-15 
    進展性評估一 

(3) 6 下 A 冊 書上 
    p.45-46 複習一 

(1) 作業 6下 A冊 

 p.10-11綜合練習一 

(2)  樂思 p.2-7 

常識 剪報一則
 

就「世界人口問題」、 

貧窮與飢餓」、「世界

環境問題」等課題，搜集

相關報章一則，並以不少

於 80字寫出自己的感想

和看法。 

剪報一則
 

就「世界人口問題」、 

貧窮與飢餓」、「世界

環境問題」等課題，搜集

相關報章一則，並以不少

於 80字寫出自己的感想

和看法。 

剪報一則
 

就「世界人口問題」、 

貧窮與飢餓」、「世界

環境問題」等課題，搜集

相關報章一則，並以不少

於 80字寫出自己的感想

和看法。 

剪報一則
 

就「世界人口問題」、 

貧窮與飢餓」、「世界

環境問題」等課題，搜集

相關報章一則，並以不少

於 80字寫出自己的感想

和看法。 

剪報一則
 

就「世界人口問題」、 

貧窮與飢餓」、「世界

環境問題」等課題，搜集

相關報章一則，並以不少

於 80字寫出自己的感想

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