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期

發放日期：6/2 中午12:00前 學生繳交課業日期：8/2早上9:00
級別 科目 課題 功課數目及類別 全部預計完成時間 繳交日期 負責老師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閱讀理解 問答題 40分鐘 8/2/2020 陳麗珠老師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作文 作文 45分鐘 8/2/2020 陳麗珠老師

中一級 English Food and Restaurant Review Video and Worksheet, Comprehension and Vocabulary Exercises 45分鐘 8/2/2020 盧潔玲老師、楊惠瓊老師

中一級 數學科 角與三角形內角和 教學簡報2份、工作紙1份 45分鐘 8/2/2020 刁潔貞老師

中一級 綜合科學科 水 （預習） 作業章節練節習 2.2, 2.4-2.6 45分鐘 8/2/2020 黃新亭老師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閱讀理解、作文 問答題、寫作 90分鐘 8/2/2020 曾綽敏老師

中二級 English Eng 1 set of worksheets - Vocab and Grammar 40分鐘 8/2/2020 羅美燕老師

中二級 數學科 有效數字 網上習題1份 35分鐘 8/2/2020 張志偉老師

中二級 綜合科學科 電的使用 作業章節練習 8.7-8.10 45分鐘 8/2/2020 黃新亭老師

中三級 中國語文科 閱讀理解、作文 問答題、寫作 90分鐘 8/2/2020 蔡曉玲老師

中三級 English English Vocab and Grammar 1 set of worksheets 40分鐘 8/2/2020 羅寶珠老師

中三級 數學科 百分數 網上習題1份 35分鐘 8/2/2020 黃碧燕老師

中四級 中國語文科 閱讀理解、作文 問答題、寫作 120分鐘 8/2/2020 余建恒老師

中四級 中國語文科 閱讀理解及寫作練習 閱讀理解及寫作練習 105分鐘 8/2/2020 余建恒老師

中四級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1 set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45分鐘 8/2/2020 羅繼鏗老師、李詩敏老師

中四級 數學科 多項式加、減及乘法 自學筆記1份、網上習題1份 35分鐘 8/2/2020 楊能褔老師

中四級 通識科 主題一 : 公共衞生的理解 工作紙1份 40分鐘 8/2/2020 莫煒權老師

中四級 物理科 第1章 溫度和熱傳遞 及 第2章 熱容量 工作紙1份 45分鐘 8/2/2020 江立本老師

中四級 化學科 原子結構 周期表 化學鍵 物質結構 全屬 工作統1份 45分鐘 8/2/2020 魯文醒老師

中四級 生物料 物質穿越細胞膜的轉運 工作紙1份 30分鐘 8/2/2020 陳海雲老師

中四級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選修部分(第1至第5課)溫習 工作紙1份 30分鐘 8/2/2020 莫永恒老師

中四級 歷史科 香港中外文化共存 筆記及歷史資料題工作紙 60分鐘 8/2/2020 陳慧玲老師

中四級 地理科 管理河流和海岸 2.3河流作用 工作紙1份 40分鐘 8/2/2020 冼美英老師

中四級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日記分錄 網上練習 35分鐘 8/2/2020 鄧李少芳老師

中四級 旅遊與款待科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要素 論述題1份 35分鐘 8/2/2020 區耀強老師

中四級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智能家居概念 網上問答題1份 35分鐘 8/2/2020 吳梓謙老師

中四級 視覺藝術科 盧梭與畢卡索 藝術評賞1份 45分鐘 8/2/2020 曾麗詩老師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閱讀理解、作文 問答題、寫作 120分鐘 8/2/2020 梁諾謙老師

中五級 English Reading Shills Reading Comprehension 45分鐘 8/2/2020 呂淑瑩老師

中五級 數學科 歷屆試題(甲一類別) 網上練習 45分鐘 8/2/2020 黃德鳴老師

中五級 通識科 中國的改革開放 工作紙1份 40分鐘 8/2/2020 莫煒權老師

中五級 物理科 第一冊 熱和氣體 工作紙1份 45分鐘 8/2/2020 江立本老師

中五級 化學科 第43章 同分異構 工作紙1份 45分鐘 8/2/2020 黃新亭老師

中五級 生物科 光合作用 預習工作紙 45分鐘 8/2/2020 楊玉嫦老師

中五級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選修部份1 (第1至14課)溫習 工作紙1份 30分鐘 8/2/2020 莫永恒老師

中五級 地理科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6.2天然的熱帶雨林是怎樣的？ 工作紙1份 40分鐘 8/2/2020 郭婉筠老師

中五級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更正錯誤 網上練習 35分鐘 8/2/2020 鄧李少芳老師

中五級 旅遊與款待科 款待業 多項選擇題及資料回應題 30分鐘 8/2/2020 林靜琪老師

中五級 中國歷史科 民初政局及國共關係 公開試類型問答 40分鐘 8/2/2020 馬永強老師

中五級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設計傳意及解難應用 設計方案繪圖及資料搜集 120分鐘 8/2/2020 張文威老師

中五級 視覺藝術科 30周年校慶標誌設計 設計1份 90分鐘 8/2/2020 楊心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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