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期

發放日期：16/3 中午12:00前 學生繳交課業日期：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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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有「翻轉課堂」教學短片的主題 繳交日期 負責老師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2019-2020年度_中一級_延長假期功課_第七期_7.1+7.2 閱讀理解及作文 95分鐘 沒有 20/3/2020 陳麗珠老師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單元四《山居秋暝》 工作紙1份 45分鐘 單元四《山居秋暝》(11分鐘) 20/3/2020 戴惠珊老師

中一級 English This and That 1 Grammar worksheet 45分鐘 This and That (3 minutes) 20/3/2020 楊惠瓊老師

中一級 數學科 統計圖之幹葉圖 工作紙1份 30分鐘 教學短片1份，教學簡報1份 (6分鐘) 20/3/2020 姚桂英老師

中一級 綜合科學科 細胞、人類生殖與遺傳 網上作業1份 45分鐘 性傳播疾病 (15分鐘) 20/3/2020 楊玉嫦老師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桃花源記 工作紙1份 45分鐘 桃花源記 主旨、文章賞析 (28分鐘) 20/3/2020 吳忠強老師

中二級 English Listening exercise Worksheet 20分鐘 Useful vocabulary for Listening Task (8 minutes) 20/3/2020 羅美燕老師

中二級 數學科 三角形的角和邊、密鋪 網上練習1份共20題 40分鐘 影片教授三角形的角和邊以及密鋪概念及平面藝術欣賞 (16分鐘) 20/3/2020 張志偉老師

中二級 綜合科學科 環境的察覺-視覺 網上作業1份 45分鐘 視覺 (15分鐘) 20/3/2020 楊玉嫦老師

中三級 中國語文科 文言文 雜記 工作紙1份 45分鐘 導賞 (30分鐘) 20/3/2020 蔡曉玲老師

中三級 English Listening S.3 Listening Practice 25分鐘 Preparing for a listening task (8 minutes) 20/3/2020 羅寶珠老師

中三級 數學科 第4章 續立體圖形 筆記1份，網上練習1份 45分鐘 沒有 20/3/2020 黃碧燕老師

中四級 中國語文科 岳陽樓記 工作之1份 45分鐘 岳陽樓記 第二及三段 (30分鐘) 20/3/2020 余建恒老師

中四級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1 Teaching video and 1 worksheet 45分鐘 Speaking Skills (5 minutes) 20/3/2020 李詩敏老師

中四級 數學科 續多項式之HCF,LCM及有理函數 網上練習1份 45分鐘 HCF，LCM及有理函數 (約40分鐘) 20/3/2020 刁潔貞老師

中四級 通識科 新聞議題分析 時事工作紙1份 35分鐘 新聞議題分析教學 (35分鐘) 20/3/2020 莫煒權老師

中四級 物理科 第7課 進一步認識力 工作紙1份 40分鐘 沒有 20/3/2020 江立本老師

中四級 化學科 反應質量 : 摩爾比及限量反應物 工作紙1份 60分鐘 反應質量 : 摩爾比及限量反應物 (35分鐘) 20/3/2020 魯文醒老師

中四級 生物科 異養營養 工作紙1份 45分鐘 異養營養 (15分鐘) 20/3/2020 陳海雲老師

中四級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Javascript 編寫程式_2_160320 選修單元P176-178, 共5條, 必須下資源載檔案才可以完成 50分鐘 Javascript 編寫程式 (10分鐘) 20/3/2020 莫永恒老師

中四級 歷史科 辛亥革命的背景及經過 網上練習 30分鐘 辛亥革命經過 (5分鐘) 20/3/2020 陳慧玲老師

中四級 地理科 管理河流和海岸2.5 海浪怎樣塑造地貌 工作紙1份 45分鐘 教授波浪的侵蝕與沉積作用 (26分鐘) 20/3/2020 冼美英老師

中四級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壞帳、呆帳準備財務報表 書後練習4.14 及 15x 60分鐘 財務報表摘要示範兩段 (10分鐘) 20/3/2020 鄧李少芳老師

中四級 旅遊與款待科 基本世界地理概念 工作紙1份 45分鐘 沒有 20/3/2020 區耀強老師

中四級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科技原理 網上練習1份 30分鐘 物料特性 (15分鐘) 20/3/2020 吳梓謙老師

中四級 視覺藝術科 達文西與曾梵志 藝術評賞1份 45分鐘 沒有 20/3/2020 曾麗詩老師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勸學》段三 工作紙1份 40分鐘 教授《勸學》段三 (15分鐘) 20/3/2020 梁諾謙老師

中五級 English Listening Worksheet (tasks 1-4) 35分鐘 沒有 20/3/2020 呂淑瑩老師

中五級 數學科 圓方程 基礎 網上練習1份 45分鐘 教學短片，工作紙 (20分鐘) 20/3/2020 刁潔貞老師

中五級 通識科 核心家課五 工作紙1份 40分鐘 答題技巧教學 (25分鐘) 20/3/2020 莫煒權老師

中五級 物理科 第14課 反射、折射與繞射 工作紙1份 40分鐘 沒有 20/3/2020 江立本老師

中五級 化學科 S.5 化學科 第7期 網上功課 ----- 第26章 章節練習 : 分子間引力 工作紙 45分鐘 沒有 20/3/2020 黃新亭老師

中五級 生物科 光合作用-實驗部分 實驗流程設計1份 45分鐘 光合作用相關實驗 (約37分鐘) 20/3/2020 楊玉嫦老師

中五級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CH13 輔助存貯設備_必修單元 觀看短片及完成網上練習 50分鐘 輔助存貯設備 (8分鐘) 20/3/2020 莫永恒老師

中五級 地理科 甚麼原因導致人類破壞熱帶雨林 工作紙1份 45分鐘 甚麼原因導致人類破壞熱帶雨林(下) (27分鐘) 20/3/2020 郭婉筠老師

中五級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會計比率 教科書練習 60分鐘 毛利率、淨利率、加成、費用與銷貨比率 (兩段共25分鐘) 20/3/2020 鄧李少芳老師

中五級 旅遊與款待科 餐單的基本知識及餐飲服務的基本知識 工作紙1份 60分鐘 沒有 20/3/2020 林靜琪老師

中五級 中國歷史科 社會主義建設 問答 40分鐘 1949-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重大事件 (15分鐘) 20/3/2020 馬永強老師

中五級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製造程序及技術 工作紙1份 45分鐘 沒有 20/3/2020 張文威老師

中五級 視覺藝術科 設計評賞 評賞 45分鐘 没有 20/3/2020 楊心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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