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匠中學  

停課不停學之各級自學材料表  ( 由 16/3 至 27/3 ) 

級別 科目 練習 / 小測 / 自學材料 開始日期/完結日期(如有) 備註 

中一 

 

 

 

 

 

 

 

 

 

 

 

 

 

 

 

 

 

 

中文 

一. 17/3 單元四：《友情傘》(Google Form 練習

題)抄寫《友情傘》3 次 

二. 18/3 單元四能力評估 (Google Form 練習題) 

溫習單元四課文 

三. 19/3 詩集：《遊子吟》 (Google Form 練習題)  

四. 20/3 詩集：《金縷衣》 (Google Form 練習題)

抄寫《金縷衣》3 次 

五. 24/3 詩集：《子夜歌》 (Google Form 練習題)

抄寫《子夜歌》3 次 

六. 25/3 詩集：《生查子》(Google Form 練習題) 

1. 抄寫《生查子》3 次 2. 隨筆：《在家抗疫有

感》 

七. 26/3 單元四聆聽練(Google Form 練習題) 習單

元四語文秘笈（對偶、暗喻） 

八. 27/3 文言文閲讀訓練(Google Form 練習題)  

雙周一文 

16/3-27/3 

 

普通話 
1.  第五課聆聽工作紙  

2.  粵普對對碰工作紙（三） 16/3-27/3 
 

英文 

1.  At least 4 days of ilearner 

2.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SIG P.38 Practice 2) 

3.  Talking about quantities (SIG P.42 Practice 7) 

16/3-27/3 

 



中一 

 

 

 

 

 

 

 

 

 

 

 

 

 

 

 

 

 

 

 

 

 

 

英文 

4.  Simple Past Tense (SIG P.52 Practice 16) 

5.  Quantifiers (SIG P.100 Practice 3) 

6.  Vocabulary building (NTP P.38-40) 

7.  U6 Speaking IP script 

8.  U8 Speaking IP script 

16/3-27/3 

數學 

第七章 多項式 (2) 

7.7 多項式的加法和減法  

7.8 多項式的乘法 

7.9 鞏固本節所學的知識 

16/3-20/3 

 

第八章 百分數(1)2 

8.1 進行百分數、分數與小數互化 

8.2 進行百分數的基本運算                        

8.3 利用百分數來比較兩個值 

23/3-27/3 

生活與社會 

課題 1：家庭對個人一生的重要性 

溫習有關的教學影片，堂课表單和課文簡報 
16/3-20/3 

 

課題 2：家庭成員的角 色和責任 

溫習有關的教學影片，堂课表單和課文簡報 
23/3-27/3 

科學 

5.2 熱傳遞 

5.2 熱傳遞 AB 傳導與對流 工作紙 

5.2 熱傳遞 C 輻射 工作紙 

5.1 能量轉換 分段小測 

5.2 熱傳遞傳導，對流與輻射分段小測 

16/3-20/3 

 

5.3 能源 (5.3A 化石燃料) 

5.3 能源 (5.3B 其他能源) 
23/3-27/3 

設計與科技 
系統的概念: 

認識不同形式的控制系統 
16/3-27/3 

 



中一 

中國歷史 

第 1 節 ： 

西漢初年的政治 ：郡國並行、無為而治、文景之治 

溫習有關的教學影片，堂课表單和課文簡報 

16/3-20/3 

 

第 2 節 ： 

漢景帝、武帝重整中央權力 

了解七國之亂，「推恩令」的內容 

溫習有關的教學影片，堂课表單和課文簡報 

23/3-27/3 

電腦 
單元一 認識 Scratch 應用篇 

單元二 循環與條件判斷 
16/3-27/3 

 

音樂 
香港中樂團 樂自香江來 《大得勝》音樂欣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Yi0WYdZL4 
16/3-27/3 

 

宗教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閱讀每課的電子書 

自習筆記 

重溫看聖經故事影片鞏固學習 

完成每課工作紙（google form) 

16/3-27/3  

視覺藝術 

網上繪畫遊戲： 

https://quickdraw.withgoogle.com/?locale=zh_HK 

網上閱讀: 敦煌藝術莫高窟壁畫 

http://arthome.hk/2008/teacher/appriciate/3030-

2002/wong-art/index.htm  

16/3-27/3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6/3-27/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Yi0WYdZL4
https://quickdraw.withgoogle.com/?locale=zh_HK
http://arthome.hk/2008/teacher/appriciate/3030-2002/wong-art/index.htm
http://arthome.hk/2008/teacher/appriciate/3030-2002/wong-art/index.htm


級別 科目 練習 / 小測 / 自學材料 開始日期/完結日期(如有) 備註 

中二 

 

 

 

 

 

 

 

 

 

 

 

 

 

 

 

 

 

 

中文 

一.   17/3 單元四聆聽練習題(Google Form 練習題) 

二.   18/3 單元四聆聽評估測驗（小測） 

(Google Form 練習題) 

三.   19/3 單元四閱讀評估測驗（小測） 

(Google Form 練習題) 

四.   20/3 單元四語文運用疊字、反復、反語

(Google Form 練習題) 

五.   24/3《湖心亭看雪》 

（1）Google Form 的練習題 

（2）抄寫第一段並語譯； 

（3）背誦第一段（復課後默寫） 

六.   25/3《湖心亭看雪》 

（1）Google Form 的練習題 

（2）抄寫第二段並語譯； 

（3）背誦第一段（復課後默寫） 

七.   26/3 單元五文化剪(Google Form 練習題) 

八.   27/3 雙周一文《知魚之樂》 

(Google Form 練習題) 

16/3-27/3 

 

普通話 
1.  第五課聆聽工作紙  

2.  粵普對對碰工作紙（三） 
16/3-27/3 

 

英文 

1.   Writing: Letter to the Editor 

2.   Listening: Teach & Practise level 2 p.42-49 

3.   Journal: introduce an endangered animal 

4.   Present Perfect Tense 

5.   Time words 

16/3-27/3 

 



中二 

 

 

 

 

 

 

 

 

 

 

 

 

 

 

 

 

 

 

 

英文 

6.   Reflexive pronouns  

7.   Quizlet- Being Earth-friendly 

8.   Quizlet- Wildlife Friends 

9.   At least 4 days of i-learner exercise 

10.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U3 speaking IP script 
 

16/3-27/3 

數學 第八與九課 預習材料 16/3-27/3 
 

生活與社會 
課題 1: 香港勞工市場的概況 

溫習有關的教學影片、堂課表單及課文簡報 
16/3-27/3 

 

科學 

Ch.10 環境的察覺 

10.1 感覺和感覺器官 

10.2 視覺 (10.2A 眼睛的結構) 

10.2 視覺 (10.2B 視覺的產生) 

10.2 視覺 (10.2C 眼睛的限制) 

16/3-20/3 

 

10.2 視覺 (10.2D 眼睛的毛病) 

10.2 視覺 (10.2E 護眼之道) 

10.3 聽覺 (10.3A 聲音的產生) 

10.3 聽覺 (10.3B 聲音的傳送) 

23/3-27/3 

中國歷史 

第 2 節：北宋的變法 

溫習有關的教學影片，堂课表單和課文簡報 
16/3-20/3 

 

第 3 節：北宋的衰亡 

溫習有關的教學影片，堂课表單和課文簡報 
23/3-27/3 

電腦 

第一章 App Inventor 基本知識 

1.1   認識 App Inventorr  

1.2   App Inventor 的設計介面 

1.3   App Inventor 第一個設計程式 

16/3-27/3 

 



中二 

 

 

 

 

 

 

 

 

 

 

 

 

 

 

 

 

 

 

 

 

 

 

 

設計與科技 

簡約版_S2 教材 4a r_1_系統概念_開環式和閉環式控

制系統 

閱讀： 

S2 教材 4a r_1_系統概念_開環式和閉環式控制系統 

開環式控制系統 Open-loop control 

完成 Google Form 工作紙 

16/3-20/3 

S2 教材 4a r_1_系統概念_開環式和閉環

式控制系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ZdUtB7vUn

DtPEL0aaLPQMKTjd-0_B8t/view?usp=sharing  

開環式控制系統 Open-loop contro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W0DzizljU7

86_cxBKz5UyC8XKkB5Ons/view?usp=sharing  

 

簡約版_S2 教材 4a r_1_系統概念_開環式和閉環式控

制系統 

閱讀： 

S2 教材 4a r_1_系統概念_開環式和閉環式控制系統 

閉環式控制系統_Closed-loop control 

觀賞：放開你的手看自動駕駛車如何上路 短片 

完成 Google Form 工作紙 

23/3-27/3 

S2 教材 4a r_1_系統概念_開環式和閉環

式控制系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ZdUtB7vUn

DtPEL0aaLPQMKTjd-0_B8t/view?usp=sharing  

閉環式控制系統_Closed-loop contro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B1pzoM-

jKwkKN6CjwusDbx5Giczigbe/view?usp=sharing  

觀賞：放開你的手看自動駕駛車如何上路 短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14frF6Dute

1kS4atGXxILk_8KSNkh1G/view?usp=sharing 

宗教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閱讀每課的電子書 

自習筆記 

重溫看聖經故事影片鞏固學習 

完成每課工作紙（google form) 

16/3-27/3 

 

音樂 
《瑤族舞曲》中央民族樂團與新竹青年國樂團欣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FwAPbJxxs 
16/3-27/3 

 

視覺藝術 

網上名畫遊戲： 

http://www.colorwithleo.com/game_paintingpuzzle.php_H

K  

網上網讀: 生活中的藝術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1/chap01-

01.htm  

16/3-27/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ZdUtB7vUnDtPEL0aaLPQMKTjd-0_B8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ZdUtB7vUnDtPEL0aaLPQMKTjd-0_B8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W0DzizljU786_cxBKz5UyC8XKkB5Ons/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W0DzizljU786_cxBKz5UyC8XKkB5Ons/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ZdUtB7vUnDtPEL0aaLPQMKTjd-0_B8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ZdUtB7vUnDtPEL0aaLPQMKTjd-0_B8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B1pzoM-jKwkKN6CjwusDbx5Giczigb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B1pzoM-jKwkKN6CjwusDbx5Giczigb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14frF6Dute1kS4atGXxILk_8KSNkh1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14frF6Dute1kS4atGXxILk_8KSNkh1G/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FwAPbJxxs
http://www.colorwithleo.com/game_paintingpuzzle.php_HK
http://www.colorwithleo.com/game_paintingpuzzle.php_HK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1/chap01-01.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1/chap01-01.htm


中二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6/3-27/3  

級別 科目 練習 / 小測 / 自學材料 開始日期/完結日期(如有) 備註 

中三 

 

 

 

 

 

 

 

 

 

 

 

 

 

 

 

 

中文 

一.   17/3 單元四閱讀評估(Google Formnc 小測) 

二.   18-20/3 寡人之於國也(Google Form 練習題) 

三.   24/3 單元四聆聽評估(Google Formnc 小測) 

四.   25/3 中三級古詩文賞讀---27,35,37 

(Google Form 練習題) 

五.   26/3 修辭 1---層遞、映襯 

(Google Form 練習題) 

六.   27/3 修辭 2---借喻、借代 

(Google Form 練習題) 

16/3-27/3 

 

普通話 
1.  第五課聆聽工作紙  

2.  粵普對對碰工作紙（三） 
16/3-27/3 

 

英文 

1.   4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2.   Reading: TSA Reading Practices 1,2,5 

3.   Grammar:  

–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unreal situations 

–   so, so that, so as to  

–   Question tags  

4.   Writing: A film review 

5.   Listening: TSA Listening Practices 1,2,3 

6.   Speaking: Group Discussion  

      –‘Introduction to Group Discussion’ and        

      –‘What Teenagers do in their Spare Time’ 

16/3-27/3 

 



中三 

 

 

 

 

 

 

 

 

 

 

 

 

 

 

 

 

 

 

 

 

數學 

第九章 三角學的應用(1) 

9.1 斜坡的斜率及傾角 

9.2 解在等高線地圖上涉及斜率/傾角的問題  

9.3 解涉及仰角和俯角的簡單問題 

16/3-20/3 

 

第九章 三角學的應用(2) 

9.4 處理真方位角的簡單問題 

9.5 處理羅盤方位角的簡單問題 

9.6 處理涉及方位角和三角學的問題 

23/3-27/3 

生活與社會 

課題 2：1. 認識聯合國 

              2.聯合國的影響 力、限制和挑戰 

溫習有關的教學影片，堂课表單和課文簡報 

16/3-20/3 

 

課題 2：3. 聯合國於維持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行動 

溫習有關的教學影片，堂课表單和課文簡報 
23/3-27/3 

科學 

光學 

2.0 視覺 

 眼睛的結構 

2.0 視覺 

 視覺的產生 

16/3-20/3 

 

2.1 我們如何看見東西 

 發光體和非發光體 

 光線和光束 

 影子的產生 

2.2 反射 

 反射定律 

2.2 反射 

 平面鏡的影像 

 平面鏡的應用 

23/3-27/3 



中三 

 
中國歷史 

民初政局 - 袁世凱掌權及軍閥混戰 

五四運動 
16/3-27/3 

 

設計與科技 

1. 物料表面處理 

 認識表面處理的方法，例如事前預備，塗層和打磨 

 介紹各種塗層的方法，例如電鍍，上油漆，保護膜， 

單板鑲貼，上釉 
 

16/3-20/3 

 

2.產品的設計和製造-國際標準 

 科技的進步可能在法律問題上帶來的負面影響 

 製造產品所需的安全措施、預防和標準 
 

23/3-27/3 

電腦 
第十一課 互聯網存取 part 1        

第十二課  電腦與社會的影響 part 1 
16/3-27/3 

 

宗教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閱讀每課的電子書 

自習筆記 

重溫看聖經故事影片鞏固學習 

完成每課工作紙（google form) 

16/3-27/3 

 

音樂 

Jazz 版 《金蛇狂舞》 指揮/閻惠昌 《Dance of the 

Golden Sna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x5TeFkR6qI  

16/3-27/3 

 

視覺藝術 

網上藝術理論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2/chap02-01.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3/chap03-01.htm  

16/3-27/3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6/3-27/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x5TeFkR6qI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2/chap02-01.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3/chap03-01.htm


級別 科目 練習 / 小測 / 自學材料 開始日期/完結日期(如有) 備註 

中四 

 

 

 

 

 

 

 

 

 

 

 

 

 

 

 

 

 

 

 

中文 

一.  課題：韓愈【師說】 

1. 掌握韓愈散文創作風格 

2. 掌握文章內容 

3. 掌握文章寫作手法 

 

17/3-22/3 

做 GOOGLE FORM 課業 

背【師說】第 1-6 段 

二. 課題：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1. 認識文章出處及孟子的政治思想 

2. 掌握文章內容 

3. 掌握文章所運用的游說手法 

24/3-29/3 

做 GOOGLE FORM 課業 

做雙週一文【蘇世長諷諫】工作紙 

英文 

1. 4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2. Paper 1 Reading U3 P90-107 

3. Paper 2 Writing U3 Personal Profile 

4. Paper 3 Listening U3 PP87, 90 

5. Paper 4 Speaking: School uniform 

6. eRead Scheme Competition Read the ebook,

‘滿 Fun 英語' on HKedcity website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on a Google 

Form. The top ten of each form will get 

prizes.  (Deadline: 31 Mar 20) 

16/3-27/3 

1.  All assignments are counted as 

daily marks (50%) 

2.  Daily marks will be deducted 

for any late submission. 

數學 

4A(衡) 課本技巧鞏固站 7.1 -7.6  

4B(璟) TEAMS 課堂練習 7.1 -7.4   

4C(綱) Google classroom 中的工作紙 

 (工作紙 8.3,8.4,8.5, 7.1,7.2) 

 書本練習 (Ex 8C, 8D, 8E,7A,7B) 

4C(堅) Ch07 工作紙， 單元二:極限及 e 工作紙 

16/3-27/3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中四 

 

 

 

 

 

 

 

 

 

 

 

 

 

 

 

 

 

 

 

 

 

通識 時事剪報 - 財政預算案 16/3-27/3 
 

中史 
中史試題解碼問答遊戲 

https://endeavour.org.hk/index.php/exam-tips/quiz  
16/3-27/3 

 

旅款 

1.  預錄教學片 

2. 示範效應工作紙，旅遊業對經濟的影響工作紙，

旅遊業對環境的影響工作紙 

16/3-27/3 

 

物理 

13. 波動 

13.1     波 

 以振盪闡釋波動 

13.2     波的種類 

 認識波動是能量而不帶物質的傳播方式 

區別橫波和縱波 
 

16/3-20/3 

 

13.3     波的術語 

 使用以下術語描述波動：波形、波峯、波谷、密部、疏部、

波陣面、相位、位移、振幅、週期、頻率、波長和波速 

 測定波在沿張緊的弦線或彈簧上傳播時，影響波速的因素 

 應用公式 f = 和 v = fλ 解決相關的問題 

13.4     質點運動與波動 

 用橫向行波的位移─時間和位移─距離關係線圖詮釋資料 

 用縱向行波的位移─時間和位移─距離關係線圖詮釋資料 
 

23/3-27/3 

組科(生物) 

單元六 

食物營養物質(維生素及礦物質) 16/3-27/3 

運用錄像、 

GOOGLE CLASSROOM、 

EDPUZZLE 學習平台 單元六練習 

https://endeavour.org.hk/index.php/exam-tips/quiz


中四 

 

 

 

 

 

 

 

 

 

 

 

 

 

 

 

 

 

 

 

 

 

 

組科(化學) 

課本 1 課題二(微觀世界) 第 8 章(共價鍵) 

1. 瀏覽 第 8 章(共價鍵) 簡報 Unit 8bc 

   探究具有重共價鍵的共價化合物 

   認識分子的模型 

2. 完成小測試 8.2 

3. 觀賞翻轉課堂短片：了解更多形成共價鍵的過程 

 （完成工作紙 8.1 ( Google form )） 

4. 瀏覽 第 8 章(共價鍵) 簡報 Unit 8 分子式和結構式 

  分子式和結構式 

5. 完成習作 8.2 

16/3-20/3 

 

1. 瀏覽 第 8 章(共價鍵) 簡報 Unit 8d 

  書寫共價化合物化學式的方法 

2. 瀏覽 第 8 章(共價鍵) 簡報 Unit 8g 

  相對分子質量與式量 

3. 完成小測試 8.5 

4. 完成習作 8.2 

23/3-27/3 

企會財 

個人理財策劃及投資 

1.  觀看相關簡報、完成堂課表單及工作紙 

2.  完成應試練習全部選擇題及其中 3 題問答題 

16/3-27/3 

 

健社 

主題冊 4 精神健康 

4.2B 怎樣保持良好的精神健康 

4.3A 精神障礙 – 成因 

4.3B 精神障礙 – 分類 

4.4A 精神病患者面對的問題與危機 – 孤立及歧視 

4.4B 精神病患者面對的問題與危機 – 自殺 

4.4C 精神病患者面對的問題與危機 – 對照顧者及家屬的影響 

16/3-27/3 

 



中四 

 

 

 

 

 

 

 

 

 

 

 

 

 

 

 

 

 

 

 

 

 

健社 

主題冊 4 精神健康 

4.5A 精神健康服務 – 院舍服務 

4.5B 精神健康服務 – 社區及康復服務 

4.5C 精神健康服務 – 家屬關懷和支持 

4.5D 精神健康服務 – 公眾教育 
 

16/3-27/3 

設計 

1. 人類因素-人體工程學 

 解釋人與環境因素的內容 

 解釋設計與人體工程學之間的關係 

2. 產品標準 

 解釋產品標準的定義 

 解釋設計與產品標準之間的關係和世界上不同的產品標準 

3.設計評鑑 

 解釋設計評鑑的過程 

 解釋在設計領域內的設計評鑑方法 

4.製造程序及技術(三) 

 認識  (1)「車床」及  (2)「銑床」的製造過程 

 認識有關技術的數控機械 

16/3-27/3 

 

資訊 電硬系統及電腦硬件 Ch. 11-12 16/3-27/3 
 

形象 

How to draw nose for beginners 

https://youtu.be/8VNmEnj8UiQ  

How to draw a realistic nose step by step 

https://youtu.be/anzki-yEHIE  

16/3-27/3 

練習繪畫女性鼻型 

音樂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西崎崇子(Takako 

Nishizaki)、盛中国(Zhongguo She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BL6iftZmw  

16/3-27/3 

 

視覺藝術 

網上藝術理論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4/chap04-01.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5/chap05-01.htm  

16/3-27/3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6/3-27/3 
 

https://youtu.be/8VNmEnj8UiQ
https://youtu.be/anzki-yEHI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BL6iftZmw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4/chap04-01.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5/chap05-01.htm


級別 科目 練習 / 小測 / 自學材料 開始日期/完結日期(如有) 備註 

中五 

 

 

 

 

 

 

 

 

 

 

 

 

 

 

 

 

 

 

 

 

中文 

1. 複習：瀏覽短片 4（37"33）百家講壇  

     蘇軾 04 瀟灑東坡，分析詞文。 

2. 延伸學習：瀏覽短片 5（2"05） 

  【東坡肉怎麼來的？誤會一場！】 

17/3 

 

1. 習作：google form 20200318_03 

2. 背誦《念奴嬌．赤壁懷古》復課後背默 

3. 歌曲欣賞：短片 8（3"09）念奴嬌 

18/3 

1. 背誦《念奴嬌．赤壁懷古》，復課後背默。

（27/3（星期五）中測《詞三首》） 

2. 預習《聲聲慢．秋情》 

3.  延伸學習：短片 13（37"33）百家講壇 蘇軾 08 

手足之情 

19/3 

1. 背誦：《念奴嬌》及《聲聲慢》 

（27/3（星期五）中測《詞三首》） 

2. 複習：瀏覽短片 16（17"30）中國第一流女文學

家：李清照 

20/3 

1. 背誦《詞三首》復課日背默三首詞。 

（27/3（星期五）中測《詞三首》） 

2.  複習：瀏覽短片 18（9"12）《聲聲慢·秋情》 

3.  歌曲欣賞：短片 19（4"20）《聲聲慢》 

24/3 

1. 預習及背誦《青玉案．元夕》，（27/3（星期

五）中測《詞三首》） 

2. 瀏覽短片 22（9"11）複習辛棄疾生平與詞風 

25/3 

1.複習：明天中測《詞三首》 

2.歌曲欣賞：瀏覽短片 25（3"） 

【青玉案 元夕】 

26/3 

1. 預習：〈勸學〉 27/3 



中五 

 

 

英文 

1.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1 Unit 7 EP Part A  

      Text 1 & Q 1 - 19 

2.   Oxford Essential Skills 

       Paper 3 Ut 7 EP Part A 

       Task 1 - 2 

3.   Paper 4: Fast Food Discussion and IR 

4.   eRead Scheme Competition Read the ebook,

‘滿 Fun 英語' on HKedcity website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on a Google 

Form. The top ten of each form will get 

prizes.  (Deadline: 31 Mar 20) 

5     Two-sided argumentative essay 

       writing: 

       Writing a “For” argument & an   

     “against” argument in Google  Form.  

16/3-27/3 

The hard copies of reading 

materials and exercise have sent 

to each S5 students by post 

數學 

5A(志) 課題 17.3 利用代數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課題 17.4 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應用題 

 課題 15.1 數數的基本原理 

 課題 15.2 排列 

5B(衡)  課本技巧鞏固站 16.1 -16.4  

5C (綱) Google classroom 中的工作紙 

 (16.3A,16.3B,16.1)  

 公開試練習(概率) 

 M1 書本練習(Ex 9A,9B,10A,10B,10C) 

5C (揚) 工作冊 16 章 

16/3-27/3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中五 

 

 

 

 

 

 

 

 

 

 

 

 

 

 

 

 

 

 

 

 

通識 時事剪報 - 財政預算案 16/3-27/3 
 

中史 民初政局 16/3-27/3 

在 Google Classroom 按序收看 

教學片段，然後完成指定的 Google 

表單 

物理 

1. 電阻 

 定義電阻，並描述流經不同電路元件的電流，隨元件兩端的

電勢差的變化 

 認識歐姆定律 

 認識影響導線電阻的因素，並定義電阻率 

 計算串聯和並聯電路中電阻器組合的等效電阻 

2.電功率 

 檢測電流通過導體時的熱效應 

 定義電功率，並運用公式 P = VI 來解決問題 

16/3-27/3 

 

組科(生物) 

單元十七隨意動作及反射動作 

16/3-27/3 

運用錄像、 

GOOGLE CLASSROOM、 

EDPUZZLE 學習平台 單元十七練習 

組科(化學) 

課本 2A 第 4 章(酸和鹽基) 第 18 節(化學反應的速率) 

1. 瀏覽 第 18 節(化學反應的速率) 簡報 Unit 18ab 

  •不同速率的化學反應 

  •反應速率 

2. 完成小測試 18.1 

16/3-20/3 

 

1. 瀏覽 第 18 節(化學反應的速率) 簡報 Unit 16cd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探究鎂與稀氫氯酸反應的速率 

2. 完成小測試 18.2 

3. 完成習作 18.1 

23/3-27/3 



中五 

 
健社 單元 09 建設健康城市 16/3-27/3 

在 Google Classroom 按序收看 

教學片段，然後完成指定的 

工作紙，完成後以電郵呈交 

旅款 
1.  顧客服務五要點(教學短片和工作紙) 

2.  忠誠度計劃(教學短片和工作紙) 
16/3-27/3 

 

企會財 

會計導論  

第二章 -  會計等式 

第三章- 複式記帳法 

16/3-27/3 

在 Google Classroom 按序收看 

教學片段，然後完成指定的 Google 

Form 題目。 

設計 
工程界的溝通工具 

數據演示時的(標準、慣例與符號) 
16/3-27/3 

 

資訊 多媒體------圖像及聲音 16/3-27/3 
 

形象 

時尚造型 by VTC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7oL2QG08cBxgWEZTyru

1KjDZUFkUQVb/view?usp=sharing 

完成課業五資料搜集〈髮型及妝容〉 

16/3-27/3 

 

音樂 

香港電視主題組曲》 墨爾本肇風中樂團與香港女青

中樂團 - 聯合演出 Chao Feng Chinese Orchestra 

& Hong Kong YWCA Chinese Orchestr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BqSv8bS34  

16/3-27/3 

 

視覺藝術 

網上藝術理論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6/chap06-01.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7/chap07-01.htm  

16/3-27/3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6/3-27/3 
 

 
 

~ 完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7oL2QG08cBxgWEZTyru1KjDZUFkUQV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7oL2QG08cBxgWEZTyru1KjDZUFkUQVb/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BqSv8bS34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6/chap06-01.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7/chap07-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