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2020/2021農曆年假期功課 

科目：       中國語文            

級別 全級功課／預習 繳交日期 
班別功課／預習 

A B C D 

中一 
1. 撰寫長篇閱書報告(老師在面授課堂

停止前已把書籍分派給各同學)； 

2. 智愛中文平台(每天進行網上閱讀，

每天閱讀一篇及完成該篇章的練

習)； 

3. 閱報(明報網上版)； 

4. 成語及韻文手冊 (51-63)溫習； 

5. 《風雪中的北平》溫習。 

23.2.2021 

 

每天完成 

1. 步步升 P.11-27 

2. 家書工作紙 

(參考書 P3.44) 

3. 書《年夜飯》

P3.22-3.25 

1. 完成《步步

升》練習 5 至

6 (第 1,2 題) 

23.2.2021 交。 

2. 成語及韻文手

冊  (51-58) 溫

習 , (59-65) 預

習。 

3. 請完成第二欄

預擬全級年假

功課第 1,2,3,5

項。 

1. 隨筆一篇 

2. 完成課文預習：

資料已上載本班

網上教室(google 

classroom) 

1. 隨筆 (16/2 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2. 作文：《驟雨中的

街頭》(17/2 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3. 《風雪中的北

平》課後練習

(18/2 透 過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4. 步步升(練習 6) 

(22/2 繳交) 

5. 成語及韻文手冊 

(51-70)溫習 

中二 
1. 撰寫長篇閱書報告(老師在面授課堂

停止前已把書籍分派給各同學)；如

聖誕假期後已完成，可不理會，請按

任教老師指示； 

2. 智愛中文平台(每天進行網上閱讀，

每天閱讀一篇及完成該篇章的練

習)； 

3. 閱報(明報網上版)； 

4. 成語及韻文手冊 (51-65)溫習。 

23.2.2021 

 

每天完成 

粵教中班： 

1. 長篇閱讀報告； 

2. 謄文(我的朋友)  

 

普教中班：  

二月份閱讀報告兩

篇 5/3/2021 

粵教中班： 

1. 長 篇 閱 讀 報

告； 

2. 謄文 (我的朋

友)  

普教中班：  

二月份閱讀報告

兩篇 5/3/2021 背

《愛蓮說》全文

26/2/2021 

1. 背誦及溫習《愛

蓮說》 

2. 一、二月份短 

篇閱讀報告(共 2

篇) 繳交日期：

28.2.2021 

1. 隨筆一篇 

(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2. 《愛蓮說》温習 



中三 
1. 撰寫長篇閱書報告(老師在面授課堂

停止前已把書籍分派給各同學)； 

2. 智愛中文平台(每天進行網上閱讀，

每天閱讀一篇及完成該篇章的練

習)； 

3. 閱報(明報網上版)； 

4. 成語及韻文手冊 (51-70)溫習。 

23.2.2021 

 

每天完成 

(3A,3B 粵教中) 

1. 温習《最苦與最

樂》 

2. 一、二月份短 

篇閱讀報告(共 

2 篇 ) 繳交日

期：28/2/2021 

(3A,3B 普教中) 

1. 隨筆一篇 

2. 完成課文預

習：資料已上

載本班網上教

室(google 

classroom) 

1. 隨筆一篇 

(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2. 《最苦與最樂》

温習 

1. 成語及韻文手冊

(51-57)溫習，

(58-70)預習。 

2. 請完成第二欄預

擬全級年假功課

第 1,2,3 項。 

中四 
1. 撰寫長篇閱書報告(老師在面授課堂

停止前已把書籍分派給各同學)； 

2. 閱報(明報網上版)； 

3. 《宋詞三首》溫習。 

23.2.2021 

 

每天完成 

2011_DSE_卷一 

2013_DSE_卷二 

長篇閱讀報告 

與第二欄預擬年

假功課相同。 

 

《念奴嬌》課後練習

工作紙 

1. 長篇閱讀報告須

(18/2 透 過
google classroom

遞交) 

2. 《念奴嬌》課後

練習 (15/2 透過
google 

classroom) 

中五 
1. 撰寫長篇閱書報告(老師在停止面授

課堂前已把書籍分派給各同學)； 

2. 閱報(明報網上版)； 

3. 《名著及改編影視名著》溫習，預備

面授課堂開始後一至兩星期內進行

校本評核總結性評估； 

4. 《六國論》溫習。 

23.2.2021 

 

每天完成 

 

 

1. 長篇閱讀報告

(閱讀老師在 11

月尾派給大家的

書籍) (800-1000

字 ) (18/2 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2. 《摘星全攻略》

模擬試卷 1 的試

卷一  (閱讀能

力)及試卷三(綜

合能力)  

3. 閱讀理解工作紙

(《棋》及《街道

小店的懷念》 ) 

(22/2 透 過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2013_DSE_卷一 

2014_DSE_卷二 

閱讀理解補充練

習(一) 

1. 完成《六國論》

工作紙 

2. 完成《摘星全攻

略》模擬試卷 1

的試卷一 (閱讀

能力) 

3. 閱讀理解工作紙

(《棋》、《從你美

麗的流域》及《街

道小店的懷念》) 

1. 《棋》工作紙 

2. 《街道小店約懷

念》工作紙 

3. 《從你美麗的流

域》工作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