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一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9/3 至 13/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9/3 

(一) 

10:00 S1 中文 

單元四： 

《烏衣巷》、《送友人》 

1. 掌握《烏衣巷》的内容及所

表達的感情 

2. 掌握《送友人》的内容及所

表達的感情 

3. 比較不同詩歌的内容和作法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做 Google Form 問答 

詩歌比較工作

紙 

11:00 S1 英文 
Grammar consolidation: 

Order of adjectives 

Upload teaching video 
with powerpoints 
explanation 

 Google form 

10/3 

(二) 

10:00 S1 數學 工作紙 7.4、7.5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 

並備有預錄影片 

工作紙 7.5 

11:00 S1 生活 
5.家庭生活 

5.2 家庭成員的角色及責任 
錄播教學影片 作業 P.5-P.8 

11/3 

(三) 

10:00 S1 科學 Ch.5.2 熱傳遞 

 瀏覽觀賞教育電視

Ch.5.2 熱傳遞 

 瀏覽簡報 Ch.5.2A 傳導

及 Ch.5.2B 對流（網上教

學影片）和實驗視頻 5.6-

5.8 

 課堂工作紙

Ch.5.2AB 

 預習

Ch.5.2C 輻射 

11:00 S1 中史 

課題：認識漢景帝、漢武帝重

整中央權力的背景與經過 

1. 七國之亂 

2. 推恩令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作業 P.39 

12/3 

(四) 

10:00 S1 中文 

單元四：新詩 

1.認識新詩的格律 

2.掌握新詩的寫作技巧 

3.嘗試仿作新詩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做 Google Form 問答 

新詩仿作 

11:00 S1 英文 

1.Quantifiers ( many / much / a  

lot of / lots of / a few / a little ) 

2. Quantifiers of food and  

    drinks. 

Upload teaching video 
with powerpoints 
explanation 

 Google form  

 

13/3 

(五) 

10:00 S1 數學 工作紙 7.6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 

並備有預錄影片 

工作紙 7.6 

11:00 S1 科學 Ch.5.2 熱傳遞 

瀏覽簡報 Ch.5.2C 輻射 

與 實驗視頻 5.9-5.10 

（如有需要，再次觀賞教

育電視：Ch.5.2 熱傳遞） 

 課堂工作紙

Ch.5.2C 

 Google form 

工作紙 Ch.5.2 

~ 完 ~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二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9/3 至 13/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9/3 

(一) 

10:00 S2 科學 Ch.9.4 酸的腐蝕性 

 觀賞 教育電視(酸和鹼)

章節 4 

 瀏覽 簡報 9.4c (網上教

學影片) 

 課堂工作紙

9.4c 

 Google form

工作紙 9.4.2 

11:00 

2A 

2C 
數學 

第 7 章 統計 

7.3 統計圖的運用和誤用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Microsoft 

Teams 內家課

作業 

2B 
第 7 章 統計 

7.1 頻數多邊形和頻數曲線 
Zoom 視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家課工作紙 

10/3 

(二) 

10:00 S2 中文 

課題：《桃花源記》 

1.理解和分析文言文的內容。 

2.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3.分析文言文的寫作方法。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 以下內容 : 

 閱讀《桃花源記》的課

文內容：作者介紹、寫作

背景、原文、詞解。 

 觀看《桃花源記》第二

段及第三段教學短片，並

抄記筆記。 

 Google form

測驗 

 語譯第二

段、第三段。 

 背誦第二段 

 

11:00 S2 英文 
Time words for present 

perfect tense 

  Related video clips on 
Youtube 
  PPT  
  Google form completion 
(All links shown on S2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form 
assessment 

11/3 

(三) 

10:00 S2 中史 北宋的衰亡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作業 P.36,38 

11:00 

2A 

生活 

課題：香港的經濟表現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工作纸 

2B 

2C 

單元 13：課題 1 

量度香港經濟表現的指標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工作纸 

12/3 

(四) 

10:00 

2A 

2C 
數學 

第 8 章 

8.1 三角形的角和邊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Microsoft 

Teams 內家課

作業 

 

2B 

第 7 章 統計 

7.2 累積頻數多邊形和頻數    

曲線 

Zoom 視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家課工作紙 

11:00 S2 科學 Ch.9.5 使用酸和鹼的潛在危險 

瀏覽 簡報 9.5 (網上教學

影片) 

 課堂工作紙

9.5 

 9.4~9.5 分段

小測 



13/3 

(五) 

10:00 S2 中文 

課題：詩歌 

1.理解和分析詩歌內容。 

2.掌握詩人的思想感情。  

3.分析詩歌的寫作方法。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以下內容 : 

 閱讀《漁歌子》、《送

杜少府之任蜀州》、《鹿

柴》的詩歌內容、作者介

紹、寫作背景、詞解。 

 觀看《漁歌子》、《送

杜少府之任蜀州》、《鹿

柴》教學短片（可多次觀

看），並抄記筆記。 

 Google form

測驗 

 抄寫原文、

注釋、全文語

譯、主旨各一

遍 

 背誦詩歌 

 

11:00 S2 英文 
U3 Vocabulary in Writing 

booklet 

Zoom online teaching 

Meeting  

ID: 567 121 9503 

Password:  202039 

 

 Google form 

 

~ 完 ~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三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9/3 至 13/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9/3 

(一) 

10:00 S3 英文 
U3 connectives so, so that 

and so as to. 

Zoom online teaching 

Meeting  

ID: 567 121 9503 

Password:  202039 

 Google form 

11:00 S3 中文 

單元四聆聽練習：中國古典小

說《西遊記》的廣播劇 

1. 結合背景、說話者的身份、

語調和語氣等因素，分析

實際寓意。 

2. 掌握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 

 聆聽單元四練習 

 google form  

聆聽練習題目 

隨筆---我在抗

疫的日子 

10/3 

(二) 

10:00 S3 生活 

單元 28 ： 國際政治 

第二課 

聯合國的影響力、限制和挑戰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11:00 S3 數學 

Ch7.1 重温百分數增減的概念

及公式。解決關於連續百分數

增減的問題。 

 教學影片 

 學生在紙上做練習，  

影相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練習工作紙 

11/3 

(三) 

10:00 S3 科學 

金屬的提取 

1. 觀賞教育電視(金屬)章節 2 

2. 瀏覽簡報 3.5c 

3. 完成筆記 3.5c 

 觀賞 教育電視 

(金屬)章節 2 

 瀏覽 簡報 3.5c  

(網上教學影片) 

 筆記 3.5c 

 預習簡報

3.5d 

11:00 S3 數學 

Ch7.4 稅收 

A.      差餉 

B.      薪俸稅 

運用百分法解答簡單實際生活

問題，包括稅及差餉等 

 利用 Microsoft Teams 

/ Zooms 在網上作視像 

 學生在紙上做練習，  

影相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練習工作紙 

12/3 

(四) 

10:00 S3 英文 TSA Listening Practice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會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  

997 708 3757 

 Google form 

 

11:00 S3 中文 

古詩文賞讀---31<登高>杜甫 

1. <登高>寫作背景 

2. 掌握<登高>的詩歌內容 

3. 感受詩人深沉的苦痛與憂思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杜甫 <詩三首 登高> 

做 Google form 選擇題 

溫習單元四教

學重點，準備

單元評估(閱讀

及聆聽) 

13/3 

(五) 

10:00 S3 中史 
二次革命與袁世凱稱帝、張勳

復辟 

觀看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作業簿 

11:00 S3 科學 
 瀏覽 簡報 3.5d 

 完成筆記 3.5d 

瀏覽 簡報 3.5d  

(網上教學影片) 

 工作紙 3.5.2 

 練習 3.5 

~ 完 ~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四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9/3 至 13/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9/3 

(一) 

10:00 

4A 

數學 

第 7 章 對數函數 

7.1 常用對數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所有視像教學會存於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4B 
第 6 章 指數函數 

6.3 指數函數及其圖像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視

像教學 

Microsoft 

Teams 內家課

作業 

4C 

(綱) 

第 8 章 續方程 

8.1 利用圖解法解聯立方程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視

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及書本

練習 

4C 

(堅) 

第 7 章 對數函數 

7.1 常用對數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11:00 S4 通識 香港的司法制度 

 視像影片 

  google 表單問題 

課業 p.100-

101 法治的利

弊 

10/3 

(二) 

10:00 S4 中文 

蘇洵【六國論】(第三課) 

1. 理清課文組織脈絡 

2. 掌握文章論證手法 

3. 掌握文章修辭技巧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問答 

 作隨筆一篇 

11:00 S4 
數單

二 

函數的極限 

C.   極限的特殊情況 

       1. 無窮大 

       2. 三角函數的極限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工作紙 

11/3 

(三) 

10:00 S4 英文 

Paper 3 (LWB P88-89) 

Task 2 and 3 

 Listen to the dates, days 

and times 

 names of activities 

Zoom online teaching 

Meeting  

ID: 843 997 431 

Password:  042666 

 

 Google form 

11:00 

S4 中史 
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措施 

的原因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預習北魏孝

文帝的漢化措

施內容及影響 

S4 資訊 Book 2 , Ch. 12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11/3 

(三) 
11:00 S4 

組科 

(生物) 

單元六食物營養物質(碳水化

合物,脂質及蛋白質) 

教學影片 網上評台問題 



S4 設科 

製造程序及技術(二) 

(1)「擠壓」、 

(2)「滾壓」及 

(3)「衝壓」的製造過程 

 筆記及網上教學影片 

 透過「Hangouts」app 

提供支援 

分析三項技術

的差異及優點

(工作紙) 

12/3 

(四) 

10:00 

S4 旅款 
旅遊導論第七章 

旅遊業的影響：社會文化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S4 物理 
Ch.19.3  透鏡的圖像方法 

Ch.19.4  透鏡公式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會議 ID(PMI): 

577 278 5174 
 

Ch.19 透鏡練

習工作纸 II 

S4 企業 消費者信貸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S4 健社 

主題冊 4 精神健康 

4.1C 壓力管理 

4.2A 影響精神健康的因素 

4.2B 怎樣保持良好的精神健康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及即時錄影 

工作紙 4.2 

11:00 

4A 

數學 

第 7 章 對數函數 

7.2 以任意數為底的對數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所有視像教學會存於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4B 
第 7 章 對數函數 

7.1 常用對數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視

像教學 

Microsoft 

Teams 內家課

作業 

4C 

(綱) 

第 8 章 續方程 

8.2 利用代數方法解聯立 

方程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視

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及書本

練習 

4C 

(堅) 

第 7 章 對數函數 

7.2 以任意數為底的對數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13/3 

(五) 

10:00 S4 英文 Paper 1 U3 A5-A7 
upload video with 

Powerpoint explanation  

 Google form 

 

11:00 S4 中文 

課題：議論文 

1. 重溫議論文的三大要素及認

識議論文的結構 

2. 掌握不同的論證手法 

3. 學懂如何選擇例證及如何應

用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看網上教學影

片 

~ 完 ~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五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9/3 至 13/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9/3 

(一) 

10:00 S5 中文 

《始得西山宴遊記》柳宗元 

1.  從段落三、四內容檢索訊

息及比較異同 

2.  理解段三、四內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溫習全文，

以備 11-3-

2020 小測 

 Google form 

11:00 S5 英文 

Subject matter:Oxford 
Essential Paper 1 & 2    
Ut 7 P88 - 89       
Topic analysis                            
Help students to prepare the 
writing 

Zoom online teaching 

with powerpoints 

explanation. Meeting ID 

 5675624723 

Password:  075847 

 Google form 

 Short task 
writing  

10/3 

(二) 

10:00 S5 通識 
現代中國： 

改革開放下的社會民生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

估 

 論述題（改

革開放） 

11:00 

S5 中史 辛亥革命的經過及其影響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

估 

課本 P.173 武

昌起義的背景

及革命成功的

因素 

S5 
組科

(生物) 
單元十七小腦及延髓 

教學影片 網上評台問題 

S5 設科 一點透視圖的參數與應用 
在 Microsoft Team 上實

時講解 

工作紙 

S5 資訊 Book C1, Ch.3 圖形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11/3 

(三) 
10:00 

5A 

數學 

17.1 複合一元一次不等式 

(後半部份)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並備有預錄影片 

工作紙 17.1 

5B 

16.1 有關概率的集合記法 

A 集合和温氏圖的基本概念 

B 併集、交集和餘集 

C 利用集合記法解概率問題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所有視像教學會存於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5C 

(綱) 

第 16 章 續概率 

16.3B 概率的乘法定律 :  

相關事件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工

作紙及書本練

習 

5C 

(揚) 

第 16 章 續概率 

16.4 利用排列和組合解概率 

問題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並備有預錄影片 

11/3 

(三) 
11:00 S5 中文 

《始得西山宴遊記》柳宗元 

1. 小測  

2. 延伸學習： 

比較《始得西山宴遊記》和

《醉翁亭記》 

小測 (限時 35 分鐘)  Google form 

小測 



12/3 

(四) 

10:00 S5 
數單

一 

第 9 章 基礎統計及概率重溫 

9.4 概率的基本概念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工

作紙及書本練

習 

11:00 S5 英文 

Paper 1 Reading 

Unit 7 P50 - 51 

 Reading Skill: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s 

 vocabulary 

 get the main ideas 

Zoom online teaching 
Meeting ID  

567 562 4723 

 Google form 

 Worksheet 

on google 

classroom 

13/3 

(五) 

10:00 

S5 旅款 
款待導論第三章 

3.3.3 E：食物處理工序流程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S5 物理 
第 21 課電路和功率 

 認識電池與儀錶的特性 

 網上教學影片及筆記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會議 ID(PMI):   

625 718 0855 
 

電路及電功率

練習 

S5 企業 
會計導論 

第一課 會計學原理 

錄影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S5 健社 單元 09 建設健康城市 

錄影教學影片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11:00 

5A 

數學 

17.2 利用圖解法解一元二次

不等式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並備有預錄影片 
工作紙 17.2 

5B 

16.2 概率的加法定律 

 A 互斥事件 

 B 概率的加法定律 

 C 互補事件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所有視像教學會存於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5C 

(綱) 
DSE 公開試題概率練習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及公開

試題 

5C 

(揚) 

16.4 利用排列及組合解概率

問題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並備有預錄影片 
課堂練習套練

習題 

~ 完 ~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六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9/3 至 13/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9/3 

(一) 

10:00 S6 英文 Mock Test Paper 1 Part B1 

Zoom online teaching 

Meeting ID  

209 845 4577 

 Google form 
 Worksheet 
on google 
classroom 

11:00 

S6 中史 溫習卷一甲部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溫習筆記 

S6 
組科 

(化學) 
講解模擬試卷 

網上教學影片 DSE 試卷 

S6 設科 溫習製造程序和技術 

在 Microsoft Team 實時

解說內容 

練習題 

S6 資訊 重溫考試內容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10/3 

(二) 

10:00 

6A 

數學 

DSE 溫習 (MC Q1-15)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HKDSE 2013 

6B DSE 溫習 (因式分解及不等式) 
公開試題(因式

分解及不等式) 

6C 

(璟) 

DSE 溫習 (甲 1 部) HKDSE 2018 
6C 

(堅)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11:00 S6 
數單

二 
DSE 溫習 (甲部)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HKDSE 2018 

11/3 

(三) 

10:00 S6 中文 

孟子【魚我所欲也】 

1.重溫作者介紹 

2.重溫寫作背景及文章內容 

3.重溫文言語譯及課文寫作技

巧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重溫《透視

言文言》本課

的語譯及問答

題 

11:00 S6 英文 
Hok Yau Club 2019 Mock 

Paper paper 3 part B1 T6-7 

upload video with 

Powerpoint explanation  

Past paper 

12/3 

(四) 
10:00 S6 中文 

蘇詢【六國論】 

1.重溫作者介紹 

2.重溫寫作背景及文章內容 

3.重溫文言語譯及課文寫作技

巧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重重溫《透

視言文言》本

課的語譯及問

答題 



12/3 

(四) 
11:00 

S6 旅款 

客戶關係及服務單元 

不易取悅顧客複習 

題解 DSE 相關題目 

錄製網上教學片段 工作紙 

S6 物理 

電和磁、放射現象和核能複習 

 講解相關課題的 2019 年

DSE 選擇題(2019 年卷一甲部

題 23-33) 

 各選擇題講解片段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會議 ID(PMI):   

625 718 0855 
 

DSE Mock 

Paper 2020 - 

電和磁_放射核

能測驗 

S6 企業 
DSE2014-2016 及應試練習的

模擬考試試題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DSE2014-

2016 及應試練

習的模擬考試

試題 

S6 健社 DSE2014-2017 
備有網上講解錄音 DSE2014-

2017 

13/3 

(五) 

10:00 

6A 

數學 

DSE 溫習 (MC 1-20)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HKDSE 2014 

6B DSE 溫習 (百分法及聯立方程) 

公開試題(百分

法及聯立方程) 

6C 

(璟) 

DSE 溫習 (甲 2 部) HKDSE 2019 
6C 

(堅)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11:00 

6A 

通識 

能源科技與環境：可持續發展 
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論述題 

6B 國際社會面對的公共衛生挑戰 
ZOOM直播教學  Google form 

 論述題 

6C 
能源科技與環境：使用化石燃

料引起的問題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論述題（中

國煤改氣爭議)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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