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停課不停學」功課 
 

中一 
中一級 延長農曆年假功課 發放模式 繳交日期 

中國 
語文 

1. 作文 
《銀髮族的青春記憶》或《社區的日與夜》 
（400-600 字，包括標點符號，文體不限）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yha.org.hk/learning/tc/page/VIEW/27/201920%20%E5%BE%B5% 
E6%96%87%E6%AF%94%E8%B3%BD.html 

2. 隨筆 
你心目中的理想課室是怎樣的?請加以說明。 
（不少於 250 字，包括標點符號) 

3. 閲讀報告 
自選讀物 
（不少於 300 字，包括標點符號） 

1. 功課可書寫於學校原

稿紙/閱讀報告紙/隨
筆紙 或 
在 google classroom 
呈交 或 
用電腦打印。 

2. google classroom  
1C: umvqdv7 
1D: v6d6khf 

17/2 

英國 
語文 

1. 1 Book Report (120 words) 
(in addition to the CNY homework, 2 Book Reports in total) 

2. 1 Free Writing (150 words) 
(Topic : My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3.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 
(Textbook : Unit 3 Reading) 

4. Flipped Classroom Video 
(Preposition of movement, Tenses) 

*All book reports, writings, and exercises could be done on any single-lined paper. 

eclass 17/2 

  

https://www.yha.org.hk/learning/tc/page/VIEW/27/201920%20%E5%BE%B5%E6%96%87%E6%AF%94%E8%B3%BD.html
https://www.yha.org.hk/learning/tc/page/VIEW/27/201920%20%E5%BE%B5%E6%96%87%E6%AF%94%E8%B3%B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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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S1 Lunar New Year Homework Worksheet elass / WhatsApp  17/2 

通識 

1. 閱讀報告 2 份 
每份閱讀報告字數不少於 150 字 
(書本內容簡介不多於 80 字，個人感受不少於 80 字，包括標點符號) 
備註： 
功課可書寫於學校原稿紙/閱讀報告紙/ 

2. 翻轉教室 google 影片練習 

eclass / WhatsApp 17/2 

地埋 糧食問題 作業 3.5 及 3.6（參考教科書）  17/2 

中國

歷史 
1. 一位對你影響深遠的中史人物(用作文紙作答，不少於 500 字)。 
2. 四格中史漫畫創作，用 A4 紙或圖畫紙完成。 eclass 17/2 

歷史 

翻轉教室 google 影片練習(古埃及文明) 
Flipped Classroom google Exercise (Ancient Egypt)  
連結: https://forms.gle/FXovFaxouVckmcPz8/  
 

eclass 17/2 

綜合

科學 
網上練習 (單元一及單元二 ;選擇題共 30 條) 及 Flipped classroom 工作紙 (預習單元 3.1) eclass 17/2 

視覺

藝術 
自行剪裁畫紙，廣告彩或木顏色均可一張 10cm x 20cm 的“環保校園”書韱。 eclass 17/2 

備註： 1.功課及自學內容會不斷更新，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eclass 資訊。 
      2.若同學已遺失 eclass 登入碼，請向班主任查詢。 
  

https://forms.gle/FXovFaxouVckmcP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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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 
中二級 延長農曆年假功課 發放模式 繳交日期 

中國 

語文 

1. 作文 
《銀髮族的青春記憶》或《社區的日與夜》 
（400-600 字，包括標點符號，文體不限） 
詳情請參閱右方 QRCODE。 
 

2. 隨筆 
垃圾 
(不少於 300 字，包括標點符號；文體不限) 

3. 閲讀報告 
自選讀物（不少於 400 字，包括標點符號） 

備註：功課可書寫於學校原稿紙/閱讀報告紙/隨筆紙，或在 google classroom 呈
交，或用電腦打印。 

eclass 17/2 

英國 

語文 

1. 1 Book Report (150 words) 
(in addition to the CNY homework, 2 Book Reports in total) 

2. 1 Free Writing (180 words) 
(Topic : A Very Special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3.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 
(Textbook : Unit 3 Reading) 

4. Flipped Classroom Video  
(Connectives, Conditionals, Reporting Statements) 

*All book reports, writings, and exercises could be done on any 
single-lined paper. 

eclass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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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S2 Lunar New Year Homework Worksheet 
中二新年假期功課 工作紙 eclass 17/2 

通識 

1)閱讀報告 2 份 
每份閱讀報告字數不少於 150 字(書本內容簡介不多於 80 字，個人感受不少於 80
字，包括標點符號） 
備註： 
功課可書寫於學校原稿紙/閱讀報告紙/ 
 
2)翻轉教室 google 影片練習 

eclass 17/2 

地埋 水的煩惱 作業 4.5 及 4.6 (參考教科書)  eclass 17/2 
中國

歷史 
1. 一位對你影響深遠的中史人物(用作文紙作答，不少於 500 字)。 
2. 四格中史漫畫創作，用 A4 紙或圖畫紙完成。 

eclass 17/2 

歷史 

翻轉教室 google 影片練習(文藝復興) 
連結: https://forms.gle/3QnpaJbFF89oHAmt7 

eclass 17/2 

綜合

科學 
網上練習 (單元七及單元八; 選擇題共 30 條) 及 Flipped classroom 工作紙 
(預習單元 9.1) 

eclass  

視覺

藝術 
自行剪裁畫紙，廣告彩或木顏色均可一張 10cm x 20cm 的“環保校園”書韱。 eclass 17/2 

備註： 1.功課及自學內容會不斷更新，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eclass 資訊。 
      2.若同學已遺失 eclass 登入碼，請向班主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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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 
中三級 延長農曆年假功課 發放模式 繳交日期 

中國 

語文 

1. 作文一篇（2019-20「兩代情」徵文比賽）  
《銀髮族的青春記憶》或《社區的日與夜》  
（400-600 字，包括標點符號，文體不限）  

 
比賽細則：

https://www.yha.org.hk/learning/tc/page/VIEW/27/2019-20%20
徵文比賽.html  
呈交方法：google classroom  
呈交期限：7-2-2020  

2. 隨筆一篇  
2.1 假如你的學校需要籌款，你會提議學校舉辦甚麼活動呢？為甚麼？  
2.2 試以香港美食大使的身分，向旅客介紹兩種有特色的食物，並加以說明。 
（二選一）（不少於 500 字，包括標點符號）  
呈交方法：google classroom  
呈交期限：12-2-2020  

3. 閲讀報告（自選讀物）  
（不少於 500 字，包括標點符號）  
呈交方法：書寫於學校原稿紙/閱讀報告紙/隨筆紙  
呈交期限：復課首天呈交  
 

google classroom 
（課程代碼）  

3AB1：稍後由任教老師

發佈  
3AB2：5k6y1o  
3AB3：s4gt20p  
3CD1：rnugrp  
3CD2：s0tc9g2  
3CD3：i2pgebf  

17/2 

https://www.yha.org.hk/learning/tc/page/VIEW/27/2019-20%20%E5%BE%B5%E6%96%87%E6%AF%94%E8%B3%BD.html
https://www.yha.org.hk/learning/tc/page/VIEW/27/2019-20%20%E5%BE%B5%E6%96%87%E6%AF%94%E8%B3%B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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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語文 

1. 1 Book Report (200 words) 
(in addition to the CNY homework, 2 Book Reports in total) 

2. 1 Free Writing (150 words) 
(Topic : A Picture Story Writing) 

3.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 
4. Flipped Classroom Video  

(Gerunds, Infinitives) 
*All book reports, writings, and exercises could be done on any 
single-lined paper. 

eclass 17/2 

數學 S3 Lunar New Year Homework Worksheet 
中三新年假期功課 工作紙 eclass / WhatsApp 17/2 

通識 
1. 隨筆 1 次（自定題目，不少於 250 字，包括標點符號） 
2. 剪報 1 份（內容大要不多於 100 字，評論不少於 300 字，包括標點符號） 
3. 閱讀報告 1 份  

google classroom / 
WhatsApp 

17/2 

地埋 
爭奪能源 作業 2.5(溫習後完成) 及 製造業全球轉移  
作業 6.1(預習後完成)_參考教科書  

 17/2 

歷史 

翻轉教室 google 影片練習(第二次世界大戰) 
連結: https://forms.gle/VhH9RMg2r7qMBfUB8 
 

eclass 17/2 

中國歷史 
1. 一位對你影響深遠的中史人物(用作文紙作答，不少於 500 字)。  
2. 四格中史漫畫創作，用 A4 紙或圖畫紙完成。 

eclass / WhatsApp 17/2 

物理 物理熱學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3A 課程編號：xoxtbcy 
3B 課程編號：wvsqn3o 
3C 課程編號：4zygnpd 

17/2 

https://forms.gle/VhH9RMg2r7qMBfU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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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課程編號：5qqaax5 
化學 稍後上載 eclass 17/2 

生物 
完成從閱讀中學習的問題(參考教科書) *用單行紙作答 
單元一(p.16)及單元五(p.36) 

eclass 17/2 

視覺 

藝術 

專題研習報告： 
題目：雕塑家(自選一位) 
內容： 
1. 封面 
2. 介紹雕塑家生平 
3. 文字介紹作品六件附圖片 
4. 你喜歡他的原因 4 項 

注意版面設計，可打印或手寫！ 

eclass  17/2 

備註： 1.功課及自學內容會不斷更新，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eclass 資訊。 
      2.若同學已遺失 eclass 登入碼，請向班主任查詢。 
  



附件一 「停課不停學」功課 
 

中四 
中四級 延長農曆年假功課 發放模式 繳交日期 

中國語文 

1. 作文 
徵文比賽, 題目︰童年 / 想像力讓世界更美好 (800 字以上) 

2. 隨筆 
以下那一項處理憤怒最為有效？打沙包、寫日記、睡覺（不少於 400 字，

包括標點符號）或按照老師在假期前給予的指引。 

3. 閱讀報告 
自選讀物（不少於 400 字，包括標點符號）或按照老師在假期前給予的指

引。 
備註： 作文可書寫於學校原稿紙或用電腦打印。 

eclass 17/2 

英國語文 

1. 1 Book Report (250 words) 
(in addition to the CNY homework, 2 Book Reports in total) 

2. 1 Free Writing (200 words) 
(Topic : A Letter to the Editor : How schools could help students 
with their learning during the class suspension) 

3.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 
4. 1 Listening Practice and Commentary (180 words) 

(https://youtu.be/KJTkoXc-PTw) 
*All book reports, writings, and exercises could be done on any 
single-lined paper. 

eclass 17/2 

數學科 S4 Lunar New Year Homework Worksheet 
中四新年假期功課 工作紙 

eclass / 
WhatsApp 

17/2 

https://youtu.be/KJTkoXc-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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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隨筆 3 篇、論述題 2 題 whatsApp 17/2 
化學 稍後上載 eclass 17/2 

經濟 socrative, 工作紙(先看教學影片再完成) whatsApp 17/2 
歷史 論述題及資料題練習(二戰) WhatsApp 17/2 
資通 教科書第 1 課及第 2 課課後練習(選擇題及長問題) WhatsApp 17/2 
旅款 作業第五課,旅遊景點 (泰國)資料搜集 whatsApp 17/2 
會計 工作紙 eclass 17/2 
生物 預習第十一章細胞分裂 及 完成課後練習家課 eclass 17/2 

中國歷史 
教科書內的論文題，漢胡融和任選一題作答；士族寒門任選一題作答，共答兩

題。 eclass 17/2 

地理 構造災害 教科書的鞏固練習 (包括選擇題及短問題)  eclass 17/2 

物理 運動方程式及自由落體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7/2 運動方程 
14/2 自由落體 

視覺藝術 完成第一幅畫作及作品集 eclass 17/2 
數學科(延
伸單元 M2) 

稍後上載 eclass 17/2 

 
備註： 1.功課及自學內容會不斷更新，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eclass 資訊。 
      2.若同學已遺失 eclass 登入碼，請向班主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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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 
中五級 延長農曆年假功課 發放模式 繳交日期 

中國 

語文 

1. 作文一篇：《談知己》/《談敵人》(800 字以上) 
2. 隨筆一篇：放假前班本已安排 

5AB1 及 5CD2︰題目︰童年 / 想像力讓世界更美好 (800 字以上) 
3. 閱讀報告：放假前班本已安排 

備註： 
功課可書寫於學校原稿紙/閱讀報告紙/隨筆紙 
在 google classroom 呈交或用電腦打印。呈交功課︰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i4G6wbM_PYyAconMtmajj 
cQeKJ3BnVp?usp=sharing 

WhatsApp/ eclass 17/2 

英國 

語文 

1. 1 Book Report (350 words) 
(in addition to the CNY homework, 2 Book Reports in total) 

2. 1 Short Writing (200 words) 
(Topic : Promotional Text : Big Brother/Sister Programme) 

3.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 
4. 1 Listening Practice and Commentary (200 words) 

(https://youtu.be/KkDVZ9PbnKg) 
*All book reports, writings, and exercises could be done on any 
single-lined paper. 

WhatsApp/ eclass 17/2 

數學 S5 Lunar New Year Homework Worksheet 
中五新年假期功課 工作紙 eclass / WhatsApp 17/2 

通識 
利用 google form / google classroom 完成整份 IES, 教師會跟進每位學生進

度。 whatsApp 17/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i4G6wbM_PYyAconMtmajj%0bcQeKJ3BnV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i4G6wbM_PYyAconMtmajj%0bcQeKJ3BnVp?usp=sharing
https://youtu.be/KkDVZ9Pbn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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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稍後上載 eclass  

組合科

學(化學) 
稍後上載 eclass  

經濟 工作紙 WhatsApp 17/2 
歷史 論述題及資料題練習(1949 前中國現代化) WhatsApp 17/2 
資通 2015, 2016 past paper1A, B WhatsAPP 17/2 
旅款 2B 作業第 23 課,旅遊景點 (泰國,馬來西亞)資料搜集 WhatsAPP 17/2 
會計 工作紙 eclass 17/2 
生物 「濕地生態學家」工作紙 (校本評核實驗) WhatsApp 17/2 
組合科

學(生物

部分) 
預習第十六章 及 完成兩份工作紙 eclass 17/2 

中國 

歷史 
教科書內的論文題，民初政局任選一題作答，國共分合任選一題作答，共答兩題。 eclass 17/2 

地理 
課本第3冊_課題7：氣候變化 P. 108-111 數據／技能為本結構式問題2-3 及 短
文章問題 1 (參考教科書_溫習 7.1-7.4 及預習 7.5-7.6)  

eclass & WhatsApp 17/2 

物理 文憑試題目 3 份（D1、D2A 和 D2B）、筆記 1 份（D3）、功作紙 4 張（D31-D34) WhatsApp 17/2 
視覺 
藝術 

完成第三幅畫作及作品集 eclass 17/2 

數延 M2 功課 10 eclass / WhatsApp 17/2 
備註： 1.功課及自學內容會不斷更新，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eclass 資訊。 
      2.若同學已遺失 eclass 登入碼，請向班主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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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 
中六級 延長農曆年假功課 發放模式  繳交日期 

中國 

語文 

中文 卷一 閱讀理解  
卷二 寫作能力  
卷三 聆聽及綜合 
備註： 作文可書寫於學校原稿紙或用電腦打印。 

eclass / WhatsApp 17/2 

英國 

語文 

1. 2015 DSE Paper 1 Part A& B 
2. 2015 DSE Paper 3 Part A & B 
3. 1 Short Writing (200 words) 
4. 1 Long Writing (400 words) 
5. 1 Listening Practice and Commentary (200 words) 

(https://youtu.be/TSDOXxIT0U0) 
*All book reports, writings, and exercises could be done on any 
single-lined paper. 

eclass / WhatsApp 17/2 

數學 2017-2019 Maths DSE Past Paper  
2017-2019 數學 DSE 試題 eclass / WhatsApp 17/2 

通識 模擬試卷一份（卷一及卷二） WhatsApp  17/2 
化學 稍後上載 eclass 17/2 

組合科學 
(生物) 

歷屆文憑試試題 (2012-2019) eclass 17/2 

組合科學 
(化學) 

稍後上載 eclass 17/2 

經濟 歷屆公開試試題(練習卷-2018)卷一 WhatsApp 17/2 
歷史科 歷屆公開試試題(2012-2019)資料題(香港、中國、日本) WhatsApp 17/2 

https://youtu.be/TSDOXxIT0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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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 文憑試試題 (2012-2018) 卷一及卷二 WhatsApp 17/2 
旅款 旅遊新聞搜集 WhatsApp 17/2 
會計 歷屆文憑試試題  WhatsApp 17/2 
生物 歷屆文憑試試題 (2012-2018) 卷一乙及卷二 WhatsApp 17/2 

中國歷史 歷屆文憑試試題 (2012-2019) 卷一及卷二 WhatsApp 17/2 
地理 歷屆文憑試試題 (2012-2019) 卷一及卷二 (部分課題) WhatsApp 17/2 
物理 8 年文憑試題目及評分標準、模擬題目及評分標準 8 份 WhatsApp 17/2 

視覺藝術 用三小時畫一幅畫，題目自訂 WhatsApp 17/2 
數學 

(延伸單元

M2) 
歷屆文憑試試題 (2012-2017)(矩陣 及 向量) eclass 17/2 

 
備註： 1.功課及自學內容會不斷更新，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eclass 資訊。 
      2.若同學已遺失 eclass 登入碼，請向班主任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