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匠中學  

停課不停學之各級自學材料表  ( 由 17/2 至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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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電子閲讀報告 

2. 白話文閲讀理解 

3. 成語及歇後語考試範圍（三） 

（成語造句） 

17/2-28/2 

 

普通話 

1. 粵普對對碰工作紙（一） 

2. 閱讀報告工作紙 

3. 預習第五課內容及語音知識前鼻韻母（附簡報） 

17/2-28/2 

 

英文 

1.  i learner: 4 exercises 

2.  Study Quizlet sets and do the tests 

Simple Past Tense 1 

https://quizlet.com/hk/438377306/s1-simple-

present-tenses-flash-cards/ 

Simple Past Tense 2 

https://quizlet.com/hk/483299315/simple-past-

tense-2-questions-flash-cards/?new 

3.  Irregular past test verbs ( test ) 

4.  Revision of Simple present tense, verb to be, 

subject pronouns and  object pronoun (test) 

5.  Complete 8 tasks of ilearner in Feb. 

6. Read two ebooks, on HKedcity website 

       - What is GPS? 

       - Save the Rain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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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8/2 

 

https://quizlet.com/hk/438377306/s1-simple-present-tenses-flash-cards/
https://quizlet.com/hk/438377306/s1-simple-present-tenses-flash-cards/
https://quizlet.com/hk/483299315/simple-past-tense-2-questions-flash-cards/?new
https://quizlet.com/hk/483299315/simple-past-tense-2-questions-flash-cards/?new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中一 

 

 

 

 

 

 

 

 

 

 

 

 

 

 

 

 

 

 

 

 

 

 

 

數學 

1. 自學簡報及跟進工作紙 1 份 

( 預習第 7 課--多項式的運算 ) 

2. 初中網上評核系統練習 3 份 

第一章至第三章 

(先完成進展性評估，然後完成跟進練習。) 

17/2-28/2 

在 google classroom 中下載工作紙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可參照中 google classroom 的登

入指引) 

生活與社會 武漢肺炎情緒篇 17/2-28/2 
 

科學 

請各中一級同學們於停課期間，依以下日期內做完

成以下的自學材料功課。 

當復課後老師將會檢查同學們所做的功課 

1. 瀏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Ro_0R4rc 

觀賞教育電視(遺傳與變異) 

2. 瀏覽  簡報 4.3 遺傳與變異 

3.  瀏覽  https://youtu.be/dAEiuuX2w70  

觀賞老師簡單講解簡報 4.3 遺傳與變異 

4. 完成   課堂工作紙 4.3 遺傳與變異 

完成  中一級 科學科小測 Ch.4.2 人類生殖  

https://forms.gle/m7MNayNiZm6SDygg9 
 

17/2-28/2 

 

中國歷史 中一級網上課業(合縱連橫影片工作紙) 17/2-28/2 

 

設計與科技 結構平衡與使用材料 17/2-28/2 

 

電腦 單元一 認識 Scratch 17/2-28/2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Ro_0R4rc
https://youtu.be/dAEiuuX2w70
https://forms.gle/m7MNayNiZm6SDygg9


中一 

音樂 

中一級音樂陪你渡停課:> 

請在停課期間自行透過 

1. Q&A GAME 音樂遊戲學習或重溫樂理: 

2. Q&A QUIZ 自學或重溫音樂知識 

另外可自行上網學習: 

3. 香港中樂團中國樂器

http://www.hkco.org/tc/Instrument-Rd/Chinese-

Instruments/Bowed-String-Instruments.html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國樂器(網上遊戲) 

https://www.lcsd.gov.hk/en/mo/aboutus/funzone/i

ntro_music/chinese_game/index.html 

5. 音樂事務處西洋樂器

https://www.lcsd.gov.hk/en/mo/aboutus/funzone/i

ntro_music/west_chi_main.html 

6. 樂理:聲音的強弱和音樂的基本節拍

http://www2.hkedcity.net/iclub_files/a/1/95/webpa

ge/games/ebook/index.html 

 

17/2-28/2 

已為各學生開啟自學戶口

http://www.hkmusic.com.hk/web/ 

戶口名稱為校名+班別+班號,  

如 1C1 號, 其戶口為:hcss1c01    

密碼與戶口相同 

宗教 靈修反思 17/2-28/2  

視覺藝術 

﹝第 3 講﹞線條 

﹝第 4 講﹞明與暗 

﹝第 5 講﹞顏色 

17/2-28/2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

h9_207/index.html 

或使用 Google Classroom 中的連結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7/2-28/2 
 

http://www.hkco.org/tc/Instrument-Rd/Chinese-Instruments/Bowed-String-Instruments.html
http://www.hkco.org/tc/Instrument-Rd/Chinese-Instruments/Bowed-String-Instruments.html
https://www.lcsd.gov.hk/en/mo/aboutus/funzone/intro_music/chinese_game/index.html
https://www.lcsd.gov.hk/en/mo/aboutus/funzone/intro_music/chinese_game/index.html
https://www.lcsd.gov.hk/en/mo/aboutus/funzone/intro_music/west_chi_main.html
https://www.lcsd.gov.hk/en/mo/aboutus/funzone/intro_music/west_chi_main.html
http://www2.hkedcity.net/iclub_files/a/1/95/webpage/games/ebook/index.html
http://www2.hkedcity.net/iclub_files/a/1/95/webpage/games/ebook/index.html
http://www.hkmusic.com.hk/web/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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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習課文《賣絲襪的老人》，完成工作紙； 

2. 單元四語文秘笈工作紙； 

3. 完成閱讀篇章一篇《亦母亦友》； 

4. 成語及歇後語作句。 

17/2-28/2 

 

普通話 

1. 粵普對對碰工作紙（一） 

2. 閱讀報告工作紙 

3. 預習第五課內容及語音知識聲母 zh.ch.sh-

z.c.s；y-r 的分辨（附簡報） 

17/2-28/2 

 

英文 

1.  ilearner: 4 exercises 

2.  grammar WS: superlatives and comparatives 

3.  grammar WS : too many, too much, too few, 

too little and enough 

4. U3 present perfect tense 

5. U3 present perfect tense: grammar practice 1 

6. Read two ebooks, on HKedcity website 

       - What is GPS? 

       - Save the Rain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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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8/2 

 

數學 

1. 自學簡報及跟進工作紙 1 份 

( 預習第 7 課--續統計圖表 ) 

2. 初中網上評核系統練習 3 份-- 

第一章至第三章 

(先完成進展性評估，然後完成跟進練習。) 

17/2-28/2 

在 google classroom 中下載工作紙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可參照中 google classroom 的登

入指引) 

生活與社會 境內境外事件對香港經濟的影響 17/2-28/2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中二 

 

 

 

 

 

 

 

 

 

 

 

 

 

 

 

 

 

 

 

 

科學 

開始學習 9.3 中和作用前， 

請先完成 9.1、2 小測。 

1. 觀賞 教育電視(中和作用)章節 1、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065476039 

2. 瀏覽 簡報 9.3a 

實驗 9.7 短片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n

ms_pract0907_c 
 

實驗 9.8 短片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n

ms_pract0908_c 
 

實驗 9.9 短片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n

ms_pract0909_c 
 

3. 完成 課堂工作紙 9.3a 

4. 瀏覽 簡報 9.3b 

5. 完成 課堂工作紙 9.3b 
 

17/2-21/2 

 

6. 觀賞 教育電視(中和作用)章節 3、4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065476039 
 

7. 瀏覽 簡報 9.3c 

8. 完成 課堂工作紙 9.3c 
 

完成 9.3 中和作用 小測 (將於 28/2 星期五上載) 

24/2-28/2 

中國歷史 中二級網上課業(安史之亂影片工作紙) 17/2-28/2 
 

設計與科技 
1. 構的平衝狀態和弱點 

2. 生活模式的改變 
17/2-28/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065476039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nms_pract0907_c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nms_pract0907_c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nms_pract0908_c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nms_pract0908_c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nms_pract0909_c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nms_pract0909_c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065476039


中二 

 
電腦 

請閱讀 Google classroom 內教材，然後完成中二

級電腦科功課（17-28）  
 

17/2-28/2 
 

宗教 靈修反思 17/2-28/2 
 

音樂 

中二級音樂陪你渡停課:> 

請在停課期間自行透過 

1. Q&A GAME 音樂遊戲學習或重溫樂理: 

2. Q&A QUIZ 自學或重溫音樂知識 

3. 音樂家介紹(認識浪漫時期音樂家及聆聽其作品) 

4. 音樂欣賞指南(浪漫時期音樂欣賞) 

如有時間, 可自行網上遊戲: 

1. 網上問答遊戲：中樂尋珍 

http://rthk9.rthk.hk/chiculture/china_music/index.

htm 

 

2. ONLINE New York Philharmonic GAMES 介紹

管弦樂團常用的樂器（木管、銅管、弦樂和敲擊

樂），並簡介一些自製樂器的方法: 

http://www.nyphilkids.org/ 
 

17/2-28/2 

已為各學生開啟自學戶口

http://www.hkmusic.com.hk/web/ 

戶口名稱為校名+班別+班號,  

如 2B1 號, 其戶口為:hcss2b01    

密碼與戶口相同 

視覺藝術 
﹝第 1 講﹞藝術經驗 

﹝第 2 講﹞視覺過程 
17/2-28/2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

h9_207/index.html 

或使用 Google Classroom 中的連結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7/2-28/2  

http://rthk9.rthk.hk/chiculture/china_music/index.htm
http://rthk9.rthk.hk/chiculture/china_music/index.htm
http://www.nyphilkids.org/
http://www.hkmusic.com.hk/web/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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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雙週一文工作紙(甲與乙相善) 

2. 電子閱讀工作紙(在香港教育城 E 閱讀圖書中任

選一本,附件為學生使用手冊及電子讀工作紙) 

3. 古寓言五則主旨工作紙 
17/2-28/2 

 

普通話 

1. 粵普對對碰工作紙（一） 

2. 閱讀報告工作紙 

3. 預習第五課內容及語音知識人名、地名的拼寫規

則（附簡報） 

17/2-28/2 

 

英文 

1. ilearner: 4 exercises 

2. S3 TSA Reading 3 

3. S3 TSA Reading 4  

4. S3 GI What teenagers do in their spare time 

5. Read two ebooks, on HKedcity website 

       - What is GPS? 

       - Save the Rain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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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8/2 

 

數學 1. 自學簡報及跟進工作紙 1 份 

( 預習第 7 課--百分法(二) ) 

2. 初中網上評核系統練習 3 份-- 

第一章至第三章 

(先完成進展性評估，然後完成跟進練習。) 

17/2-28/2 

在 google classroom 中下載工作紙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可參照中 google classroom 的登

入指引) 

生活與社會 疫情經濟多面睇 17/2-28/2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中三 

 

 

 

 

 

 

 

 

 

 

 

 

 

 

 

 

 

 

 

 

科學 

1. 觀賞 教育電視(金屬)章節 4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288663607 
 

2. 瀏覽 簡報 3.3 和補充資料 

3. 完成 筆記 3.3 

4. 完成 練習 3.3 

17/2-21/2 

發放自學教材予學生途徑 

各班 Google Classroom 

課業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或

復課後繳交 

5. 觀賞 教育電視(金屬)章節 5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288663607 
 

6. 瀏覽 簡報 3.4 

7. 完成 練習 3.4 

24/2-28/2 

中國歷史 
中三級銜接新課程工作紙：3.1 清末至民國時期的

香港：香港華人對辛亥革命的貢獻 
17/2-28/2 

 

設計與科技 
1. 閱讀「筆記：物料接合-永久接合法」 

2. 完成相關工作紙 
17/2-28/2 

 

電腦 第五課 作業 電腦通訊 17/2-28/2  

宗教 靈修反思 17/2-28/2  

音樂 

中三級音樂陪你渡停課:> 

請在停課期間自行透過 

1. Q&A GAME 音樂遊戲學習或重溫樂理: 

2. Q&A QUIZ 自學或重溫音樂知識 

3. 聲響設計 

4. 音樂家介紹(認識巴洛克及古典音樂家及聆聽其

作品) 

5. 音樂欣賞指南(巴洛克及古典音樂欣賞) 

 

17/2-28/2 

已為各學生開啟自學戶口

http://www.hkmusic.com.hk/web/ 

戶口名稱為校名+班別+班號,  

如 3B1 號, 其戶口為:hcss3b01    

密碼與戶口相同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288663607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288663607
http://www.hkmusic.com.hk/web/


中三 

 

音樂 

如有時間, 可自行網上遊戲: 

1. 網上問答遊戲：中國樂器 http://xn--6rv.xn--

j6w193g/teaching_materials/coursebuilder/musi

cal_instruments_quiz01/home.html 

2. ONLINE ORCHESTRA GAMES FROM MAGIC 

FLUTE 

http://www.musicgames.net/livegames/orchestra

/orchestra2.htm 
 

17/2-28/2 

視覺藝術 

﹝第 6 講﹞圖像裡的空間 

﹝第 7 講﹞物體裡的空間 

﹝第 8 講﹞視覺秩序 

﹝第 9 講﹞統一性 

17/2-28/2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

h9_207/index.html 

或使用 Google Classroom 中的連結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7/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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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雙週一文(趙普奏帝) 

2. 點滴成河(刺蝟) 

3.【鏡子小史】課文結構表 
17/2-28/2 

 

英文 

1. i-learner: 4 exercises  

2. S4 LWB U3 Supp. Ex 1 

3. S4 LWB U3 Supp. Ex 2 

4. S4 Eng Lang. Paper 1  U3 

5. S4 Paper 2 Writing Practice 

6. Journal + watching video(200 words) 

7. S4 Speaking: GI Fashion 

17/2-28/2 

 

http://杰.香港/teaching_materials/coursebuilder/musical_instruments_quiz01/home.html
http://杰.香港/teaching_materials/coursebuilder/musical_instruments_quiz01/home.html
http://杰.香港/teaching_materials/coursebuilder/musical_instruments_quiz01/home.html
http://www.musicgames.net/livegames/orchestra/orchestra2.htm
http://www.musicgames.net/livegames/orchestra/orchestra2.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中四 

 

 

 

 

 

 

 

 

 

 

 

 

 

 

 

 

 

 

 

 

 

 

英文 

8. Read an ebook,‘滿 Fun 英語' on HKedcity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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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8/2 

數學 

1. 自學簡報及跟進工作紙 1 份 

( 預習第 6 課--指數函數圖像 ) 

2. 高中網上試題學習平台練習 2 份-- 

功課 5 至功課 6 

3. 高中網上試題學習平台練習 1 份-- 

功課 7 

17/2-28/2 

在 google classroom 中下載工作紙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可參照中 google classroom 的登

入指引) 

通識 香港創科發展 17/2-1/3  

中史 預習北朝漢胡融和 PPT 17/2-28/2  

旅款 
筆記旅遊導論第五章中介機構 

工作紙旅客選擇中介機構的好處 
17/2-28/2  

物理 

中四級物理科自學材料 II  

(波動學 3B Ch.18 折射定律) 

請同學先看以下連結的有關 Ch.18 折射定律 的教

學片段，再回答以下問題，同學可將答案做在白紙 

上，復課後交回給科任老師 
 

18.3 全內反射 (17/2-2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SUrwradI6k 
  

Ch.18 折射率練習題 (17/2-21/2) 
 

18.4 更多折射現象和應用 (24/2-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x0CwF3k94 

 

17/2-1/3 

逢星期一，三，五晚上 9 時 

使用 Zoom 與學生作網上即時教學 

Zoom: 

https://zoom.us/j/5772785174 
 

之後上載教學視頻到 Youtube, 給學

生重溫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SUrwradI6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x0CwF3k94
https://zoom.us/j/5772785174


中四 

 

 

 

 

 

 

 

 

 

 

 

 

 

 

 

 

 

 

 

 

 

 

組科(生物) 

生物科: 複習中四所學課程內容 

第三周(17/2-21/2) 

重溫中四上學期第 4 課 

 

第四周(24/2-28/2) 

重溫中四上學期第 5 課 

 

第三周 

(17/2-21/2) 

 

第四周 

(24/2-28/2) 

第三周(17/2-21/2): 
1. U4 相當 HKEDCITY MC 試題(最少完

成 GET2 程度), 
2. 完成 EDPUZZLE U4 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之增潤短片 MC 
3. 學習 U4 QUIZLET 生物科英文詞彙及

完成相關練習(英文科協作課業) 
第四周(24/2-28/2): 
1. U5 相當 HKEDCITY MC 試題(最少完

成 GET2 程度), 
2. 完成 EDPUZZLE U5 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之增潤短片 MC 
3. 學習 U5 QUIZLET 生物科英文詞彙及

完成相關練習(英文科協作課業) 

組科(化學) 

1. 自行溫習課本 1 課題二(微觀世界)  

第 7 章(離子鍵) P.74~77 

2. 瀏覽 第 7 章(離子鍵) 簡報 Unit 7a 

內容： 7.1 了解導電體、電解質和非導電體的分別 

 7.2 利用電解實驗證明離子的存在 ( 離子 = 帶 

電荷粒子 ) 

 7.3 認識化學鍵 ( 離子鍵是一種化學鍵 ) 

3. 自行溫習課本 1 課題二(微觀世界)  

第 7 章(離子鍵) P.77~80 

4. 瀏覽 第 7 章(離子鍵) 簡報 Unit 7b 

內容：7.4 認識形成離子鍵的原理 

5. 完成小測試 7.1 

6. 完成習作 7.1  

 

17/2-21/2 

發放自學教材予學生途徑 

各班 Google Classroom 

課業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或復課

後繳交 

24~28/2 自學教材將於 24/2 上載 

 

企會財 消費者信貸工作紙 17/2-28/2  

健社 主題冊 4 - 工作紙 3 & 4 17/2-28/2  



中四 

 

 

 

 

 

 

 

 

 

 

 

 

 

 

 

 

 

 

 

 

 

 

 

設計 

課題：設計考量-馬斯洛 人類需求階級理論 

1. 觀看 youtube：馬斯洛人類需求階級理論 

2. 閱讀「設計考量」筆記 

3. 完成「馬斯洛需求層次」工作紙 

17/2-28/2 

 

資訊 每週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並完成功課 17/2-28/2  

形象 
時裝人體繪圖 

https://youtu.be/0gpbtwUI7to 
17/2-28/2 

利用 A4 白紙繪畫人體比例正圖 

 

音樂 

中四級音樂陪你渡停課:>  

請在停課期間自行透過 

1. Q&A GAME 音樂遊戲學習或重溫樂理: 

2. Q&A QUIZ 自學或重溫音樂知識 

3. 粵劇化妝(了解粵劇的化妝，並欣賞相關的選段) 

4. Letscappella(自己 CAPPELLA, 不怕病毒又可夾

歌(包含 100+ 首歌曲並具有錄音功能） 

5. 清唱（包含 4 首歌曲） 

透過電腦網址自學單元及遊戲: 

聽中樂分管弦  

https://www.chiculture.net/0804/html/c11/c11a.html 

中國戲曲查篤撐 

http://rthk9.rthk.hk/chiculture/chiopera/ 

鍵盤遊戲 - 《鋼琴鍵盤的認識》

http://www2.hkedcity.net/iclub_files/a/1/95/webpage/ga

mes/piano/keyboardbook.htm 

如有時間, 可自行重溫: 

1.聲響設計 

2.音樂家介紹(認識音樂家及聆聽其作品) 

3.音樂欣賞指南 

17/2-28/2 

已為各學生開啟自學戶口

http://www.hkmusic.com.hk/web/ 

戶口名稱為校名+班別+班號,  

如 4A1 號, 其戶口為:hcss4a01    

密碼與戶口相同 

https://youtu.be/0gpbtwUI7to
https://www.chiculture.net/0804/html/c11/c11a.html
http://rthk9.rthk.hk/chiculture/chiopera/
http://www2.hkedcity.net/iclub_files/a/1/95/webpage/games/piano/keyboardbook.htm
http://www2.hkedcity.net/iclub_files/a/1/95/webpage/games/piano/keyboardbook.htm
http://www.hkmusic.com.hk/web/


中四 

 視覺藝術 

﹝第 10 講﹞創作材料 

﹝第 11 講﹞創作技術 

﹝第 12 講﹞運用平面的技巧 

﹝第 13 講﹞運用形狀的技巧 

17/2-28/2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

h9_207/index.html 

或使用 Google Classroom 中的連結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7/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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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滴成河二篇 (陽光與陰影、不做第一,不做最後) 

2. 做【始得西宴遊記】結構工作紙 

(另付原文、注釋及 YOUTUBE 教學連結) 

 

17/2-28/2 

 

英文 

1. Reading Task: Vocabulary 1 & 2 

2. Journal: Topic Coronavirus (200 words) 

3. Listening Task:Poem 

4. Speaking: GI Fast Food 

5. Finish 4 online tasks assigned by English 

teachers. 

6. Read an ebook,‘滿 Fun 英語' on HKedcity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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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8/2 

 

數學 

1. 自學簡報及跟進工作紙 1 份 

( 預習第 15 課--排列與組合 ) 

2. 高中網上試題學習平台練習 2 份-- 

功課 5 至功課 6 

3. 高中網上試題學習平台練習 1 份-- 

功課 7 

17/2-28/2 

在 google classroom 中下載工作紙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可參照中 google classroom 的登

入指引)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s://mdss.mathinfocus.ephhk.com/


中五 

 

 

 

 

 

 

 

 

 

 

 

 

 

 

 

 

 

 

 

 

通識 試題練習: 2018 年卷一#2 17/2-1/3 
 

中史 辯別歷史資料：一手與二手資料的運用 17/2-1/3 
 

旅款 
筆記款待導論第三章食物安全 

工作紙食物安全五要點 17/2-28/2 
 

物理 

物理科_第 4 冊_簡單電路 

1. 觀看 youtube： 

DSE 物理科 中五級 電磁學 電路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VIJvAQOI8 

2. 觀看 youtube：Circuit 電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749sGu2d4 

3.閱讀相關簡報：ch21_main_c.ppt 

4. 然後完成第 21 課練習，答案填寫在答卷檔案

內。 

17/2-28/2 

 

組科(生物) 

生物科:複習中五所學課程內容 

第三周(17/2-21/2) 

 重溫中五上學期第 16 課 

 

第四周(24/2-28/2)) 

 重溫中五上學期第 17 課 

 

第三周 

(17/2-21/2) 

 

第四周 

(24/2-28/2) 

第三周(17/2-21/2): 

1. U16 相當 HKEDCITY MC 試題(最少

完成 GET2 程度), 

2. 完成 EDPUZZLE U16 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之增潤短片 MC 

3. 學習 U12, 14QUIZLET 生物科英文詞

彙及完成相關練習(英文科協作課業) 

第四周(24/2-28/2): 

1. U17 相當 HKEDCITY MC 試題(最少

完成 GET2 程度), 

2. 完成 EDPUZZLE U17 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之增潤短片 MC 

3. 學習 U16-17 QUIZLET 生物科英文詞

彙及完成相關練習(英文科協作課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VIJvAQOI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749sGu2d4


中五 

 

組科(化學) 

溫習課本 1C 第 3 章(金屬) 第 10~13 節， 

然後完成以下習作和測驗： 

1. 習作第 3 章(金屬) 

2. 測驗 3(金屬) 

複習第 1 至 3 章內容，然後完成以下習作： 

3. 跨課練習(包含第 1~3 章) 

溫習課本 2A  第 4 章(酸和鹽基)  

第 14 章(酸和鹼) 

瀏覽 第 14 節 簡報 Unit 14 

4. 完成習作 3.5(酸)、習作 3.6(鹼) 

溫習課本 2A 第 4 章(酸和鹽基) 第 15 章(溶液的濃

度、pH 標度與酸和鹼的強度) 

瀏覽 第 15 節 簡報 Unit 15 

5. 完成習作 3.7(指示劑和 pH)、習作 3.8(酸和鹼的

強度) 

17/2-21/2 

發放自學教材予學生途徑 

各班 Google Classroom 

課業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或復課

後繳交 

24~28/2 自學教材將於 24/2 上載 

 

企會財 
會計導論   

第一課 會計學基本原理 筆記及練習 
17/2-28/2 

 

健社 完成單元 09 工作紙 2 17/2-28/2 
 

設計 完成 立體模塑課題 工作紙 17/2-28/2 
 

資訊 每週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並完成功課 17/2-28/2 
 

形象 

Design Proces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PHE4Cyaf4V_b2Yf

3qByEkVUOKldLZ2W/view?usp=sharing 

17/2-28/2 

完成主題版製作(ppt)，包含顏色配搭及

物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PHE4Cyaf4V_b2Yf3qByEkVUOKldLZ2W/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PHE4Cyaf4V_b2Yf3qByEkVUOKldLZ2W/view?usp=sharing


中五 

 

音樂 

中五級音樂陪你渡停課:>  

請在停課期間自行透過 

1. Q&A GAME 音樂遊戲學習或重溫樂理: 

2. Q&A QUIZ 自學或重溫音樂知識 

自行嘗試創作: 

下載 

1. MAGIC COMPOSER 魔幻作曲家 

或/同時嘗試 

2. GarageBand 使用指南(用 iPad 版 GarageBand 

創作歌曲) 或/同時嘗試 

3. Google 新出免費網上作曲器盞鬼七彩音符！ 

畫畫寫歌新方法(閱讀有關附上資料) 

如有時間, 可自行重溫: 

1. 粵劇化妝 (了解粵劇的化妝，並欣賞相關的選段) 

2. Letscappella (自己 CAPPELLA, 不怕病毒又可夾歌 

(包含 100+ 首歌曲並具有錄音功能） 

3. 清唱（包含 4 首歌曲） 

4. 聲響設計 

5. 音樂家介紹 (認識音樂家及聆聽其作品) 

6. 音樂欣賞指南 

17/2-28/2 

已為各學生開啟自學戶口

http://www.hkmusic.com.hk/web/ 

戶口名稱為校名+班別+班號,  

如 5A1 號, 其戶口為:hcss5a01    

密碼與戶口相同 

 

 

 

 

 

 

網上作曲器盞鬼七彩音符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

204935/google%E6%96%B0%E5%87%B

A%E5%85%8D%E8%B2%BB%E7%B6%B2

%E4%B8%8A%E4%BD%9C%E6%9B%B2

%E5%99%A8-

%E7%9B%9E%E9%AC%BC%E4%B8%83%

E5%BD%A9%E9%9F%B3%E7%AC%A6-

%E7%95%AB%E7%95%AB%E5%AF%AB

%E6%AD%8C%E6%96%B0%E6%96%B9

%E6%B3%95/1 

視覺藝術 

﹝第 14 講﹞運用空間的技巧 

﹝第 15 講﹞運用時間和運動的技巧 

﹝第 16 講﹞風格 

﹝第 17 講﹞品質 

17/2-28/2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

h9_207/index.html 

或使用 Google Classroom 中的連結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7/2-28/2 
 

http://www.hkmusic.com.hk/web/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4935/google%E6%96%B0%E5%87%BA%E5%85%8D%E8%B2%BB%E7%B6%B2%E4%B8%8A%E4%BD%9C%E6%9B%B2%E5%99%A8-%E7%9B%9E%E9%AC%BC%E4%B8%83%E5%BD%A9%E9%9F%B3%E7%AC%A6-%E7%95%AB%E7%95%AB%E5%AF%AB%E6%AD%8C%E6%96%B0%E6%96%B9%E6%B3%95/1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2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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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 

 

 

 

 

 

 

 

 

 

 

 

 

 

 

 

 

 

 

中文 

1.溫習 12 篇文言文指定篇章 

2.觀看 12 篇文言文教學影片（上載影片）     

 

17/2-28/2 

 

英文 

1. Writing competition: long task 400 words 

2. Mock test paper 1 2019 

3. Mock test paper 3 2019 

http://hkmockexam.hk/pastpaper.php 

4. Speaking: GI Innovation 

5. Finish 4 online tasks assigned by English 

teachers. 

6. Read an ebook,‘滿 Fun 英語' on HKed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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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8/2 

 

數學 
高中網上試題學習平台練習 4 份-- 

功課 5 至功課 8 
17/2-28/2 

 

通識 試題練習: 2014 年卷一#2 17/2-1/3 
 

中史 
閱讀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模擬考試試題、

評參 
17/2-28/2 

 

旅款 DSE2015-2018 卷二 17/2-28/2 
 

物理 
1. 2019 年 DSE 卷一甲部 

2. 2019 年 DSE 卷一乙部 
17/2-28/2 

 

http://hkmockexam.hk/pastpaper.php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中六 

組科(生物) 

生物科:第 3 次複習全課程(佔五分之四)內容 

第三周(17/2-21/2) 

 重溫中五上學期第 12,14,16 課 

 

第四周(24/2-28/2)  

 重溫中五下學期第 17-19,20-21,24 課 

第三周 

(17/2-21/2) 

 

第四周 

(24/2-28/2) 

第三周(17/2-21/2): 

1. U12,14,16 相當 HKEDCITY MC 試題

(最少完成 GET2 程度), 

2. 完成 GOOGLE CLASSROOM 發放之

2014 COMSCI(BIO)QPAPER 

第四周(24/2-28/2): 

1. U17-19,20-21,24 相當 HKEDCITY 

MC 試題(最少完成 GET2 程度), 

2. 完成 GOOGLE CLASSROOM 發放之

2015 COMSCI(BIO)QPAPER 

組科(化學) 

1. 完成習作第 9 章(反應能量) 

2. 完成跨課練習第 1~9 章 

 17/2-21/2 

發放自學教材予學生途徑 

各班 Google Classroom 

課業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或復課

後繳交 

24~28/2 自學教材將於 24/2 上載 

企會財 DSE2017-2019 試題 17/2-28/2 
 

健社 完成文憑考試 2014-15 年試題 17/2-28/2 
 

設計 機機組織練習題 17/2-28/2 
 

資訊 每週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並完成功課 17/2-28/2 
 

體育 在家進行體適能活動的建議 – 中學篇 17/2-28/2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