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三級）
日期：3 月 7 日至 3 月 11 日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閱讀香港教育城「e 悅讀學校計劃」的電子書，
完成短篇閱讀報告一篇（約 200 字）。

1. TSA reading - 2020

繳交日期及方法
繳交日期：11/03/2022
繳交方法：上傳至各組別之
Google-classroom
● 11/3 Friday

科任老師
HK,LCK,CW,
KCY,NKH

KSW, CKY, FWM,

2. iLearner (attempt at least 2 days of reading exercise ● Scan and upload to GC.
in the week)
● Keep all the answers in an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A-Book.*
3. News Quiz of the week

KY, PSK

*(You may write the answers down in the A-Book. Or, if you

print the materials out, please stick the materials inside
the A-Book.)
數學

網上課業
利息、增長及折舊、百分變化 (多項選擇題)

12/3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 AK , RC , YSM ,
的 Google Form 完成
KKC

生物

溫習第 4 課，完成課堂工作紙(3)

11/3, Google classroom 內邀交

CSY

物理

完成凸透鏡光線圖練習

11/3 (五) 或之前 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CYT

化學

於家中製作食鹽的晶體，方法是把大約一茶匙的食鹽溶入 200 mL

把晶體拍照，於 20/4 或之前上載至 CK, WKC

的水喉水中，然後把杯置於雪櫃數周。

Google classroom 指定功課欄位
Take a photo of the crystals and
Making crystals of common salt. Method: Dissolve about 1 tea upload in the corresponding
spoon of common salt in 200 mL of tap water, then put the cup homework column in Google
inside refrigerator for several weeks
classroom on or before 20/4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觀看影片：「中國通史：甲午戰爭」

片段連結在各班中史科 Google

LCH, SL

classroom 發放

筆記簿檢查
按 classroom 上的指示，整理 1-2 月的課堂筆記，並上載至
classroom 以作檢查

11-3-2022 前把功課拍照，合併為
PDF 檔，並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指定功課欄

寫筆記簿：
內容：單元 6.1 —「甚麼是產業？」（書 P. 5）、

11/3/2022
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WSL,PKM

CKa

「甚麼是製造業系統？」（書 P.5-7）
視覺藝術

音樂

Quick, Draw! 限時塗鴉！！
https://quickdraw.withgoogle.com

自製排笛
觀看視頻短片，準備 50 字個人短評

體育

輔導組

閱讀推廣組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
lc9joWMx/view?usp=sharing

請於三月至四月期間，登入網址，
進行藝術遊戲
Before 17 April 2022
Upload to Google classroom
同學於假期間每星期進行 3 次或以
上,應循序漸進,由低強度開始慢慢
練習,回校後需進行測試

https://youtu.be/TmiIx9QG_7M

電子器材及屏幕距離的健康貼士

https://youtu.be/bXh_-hPrzQ0

提高免疫力的健康飲食 4 大原則

正向練習 - 仁慈
（心靈故事，練習 - 三個祝福，運動）
主題：繪本——小圖畫大世界
相關推介海報已於 23/2 上載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

WY

PY
CCK,CKK

WWY

閱讀圖書後回答 Google Form
截止提交日期：22/4/2022

CSY / Alison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三級）
日期：3 月 14 日至 3 月 18 日
科目
中國語文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閱讀明報「語文同樂」電子網上版，完成剪報一篇。

繳交日期及方法
繳交日期：18/03/2022
繳交方法：上傳至各組別之

科任老師
HK,LCK,CW,
KCY,NKH

Google-classroom
1. TSA Listening - 2020
⚫
2. iLearner (attempt at least 2 days of reading exercise ⚫
in the week)
⚫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3. News Quiz of the week

English Language

18/3 Friday
Scan and upload to GC.
Keep all the answers in an
A-Book.*

KSW, CKY, FWM,
KY, PSK

*(You may write the answers down in the A-Book. Or, if you

print the materials out, please stick the materials inside
the A-Book.)
數學

網上課業
集中趨勢 (多項選擇題)

19/3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 AK , RC , YSM ,
的 Google Form 完成
KKC

網上課業 (google form 選擇題：傳媒與我們的生活 - 傳媒的角

發放日期：3 月 14 日
繳交日期：3 月 18 日前

生活與社會
色)

AY, LEE

繳交方法：Google Form

生物

溫習第 4 課，完成綜合練習(2)

18/3, Google classroom 內邀交

物理

凸透鏡網上練習

18/3 (五) 或之前 在 hkedcity 平

https://www.edcity.hk/questionbank/

台完成

CSY

中國歷史

限期：3 月 18 日(五)
完成作業甲 P.3.5 至 3.7

LCH, SL

把功課拍照，合併為 PDF 檔，上載
至 Google classroom 指定功課欄位

歷史

WSL,PKM
觀看影片 : March 1943 US Army Field Ration C Dinner B Unit
MRE Review Vintage Meal Ready to Eat Taste Test”
15-4-2022 前完成，並上載至 Goog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2SpfF1yvA0)
classroom 指定功課欄
並完成工作紙 (工作紙將於 google classroom 發佈)

地理

寫筆記簿：
內容：單元 6.1 —「甚麼是製造業的區位因素？」（書 P.7-8）、
「製造業有哪些種類？」（書 P.9-10）

視覺藝術

音樂

Quick, Draw! 限時塗鴉！！
https://quickdraw.withgoogle.com
自製排笛
觀看視頻短片，準備 50 字個人短評

體育

輔導組

閱讀推廣組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
lc9joWMx/view?usp=sharing

18/3/2022
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請於三月至四月期間，登入網址，進
行藝術遊戲
Before 17 April 2022
Upload to Google classroom
同學於假期間每星期進行 3 次或以
上,應循序漸進,由低強度開始慢慢
練習,回校後需進行測試

https://youtu.be/TmiIx9QG_7M

電子器材及屏幕距離的健康貼士

https://youtu.be/bXh_-hPrzQ0

提高免疫力的健康飲食 4 大原則

正向練習 – 自我約束
（心靈故事，練習 – 細味，運動）
主題：Sherlock Holmes Series
相關推介海報將於 14/3 上載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

CKa

WY

PY
CCK,CKK

WWY

閱讀圖書後回答 Google Form
截止提交日期：22/4/2022

CSY / Alison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三級）
日期：3 月 21 日至 3 月 25 日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閱讀香港教育城「e 悅讀學校計劃」的電子書，
完成短篇閱讀報告一篇（約 200 字）。

繳交日期及方法
繳交日期：25/03/2022
繳交方法：上傳至各組別之
Google-classroom

1. Reading Spotlight Unit 4, 17
⚫
2. iLearner (attempt at least 2 days of reading exercise ⚫
in the week)
⚫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3. News Quiz of the week

25/3 Friday
Scan and upload to GC.
Keep all the answers in an
A-Book.*

科任老師
HK,LCK,CW,
KCY,NKH

KSW, CKY, FWM,
KY, PSK

*(You may write the answers down in the A-Book. Or, if you

print the materials out, please stick the materials inside
the A-Book.)
數學

網上課業
因式分解 (多項選擇題)

26/3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的 Google Form 完成

AK , RC , YSM ,
KKC

生物

溫習第 4 課，完成綜合練習(3)

25/3, Google classroom 內邀交

CSY

物理

完成凹透鏡光線圖練習

25/3(五) 或之前 上載至 Google

CYT

classroom

化學

完成於 Goggle Classroom 發放的第 3 章練習工作紙。

把功課拍照，合併為 PDF 檔，於

CK,WKC

Complete the worksheet of Unit 3 posted in Goggle Classroom 25/3 或之前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指定功課欄位
Take a photo of the worksheet
and upload in the corresponding
homework column in Google
classroom on or before 25/3
中國歷史
觀看電影片段：「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

片段連結在各班中史科 Google

LCH, SL

classroom 發放

歷史

預習/複習書 P54-61 (極權主義的興起)

///

WSL,PKM

地理

寫筆記簿：
內容：單元 6.2 —「香港的製造業重要性有甚麼轉變？」（書
P.14-15）、
「過去的工業活動在哪裏？這些活動現在又在哪裏？」（書

25/3/2022
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CKa

P.15-19）
視覺藝術

音樂

Street Art 街頭藝術
https://www.tate.org.uk/kids/games-quizzes/street-art

自製排笛
觀看視頻短片，準備 50 字個人短評

體育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
lc9joWMx/view?usp=sharing

WY
請於三月至四月期間，登入網址，
可模擬街頭藝術形式創作，完成後
請將作品截圖，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Before
17 April 2022
PY
Upload to Google classroom

同學於假期間每星期進行 3 次或以
上,應循序漸進,由低強度開始慢
慢練習,回校後需進行測試

CCK,CKK

輔導組

閱讀推廣組

https://youtu.be/TmiIx9QG_7M

電子器材及屏幕距離的健康貼士

https://youtu.be/bXh_-hPrzQ0

提高免疫力的健康飲食 4 大原則

正向練習 – 熱情和幹勁
（心靈故事，練習 – 訂立目標和計劃，運動）
主題：Sherlock Holmes Series
相關推介海報將於 14/3 上載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

WWY

閱讀圖書後回答 Google Form
截止提交日期：22/4/2022

CSY / Alison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三級）
日期：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閱讀明報「語文同樂」電子網上版，完成剪報一篇。

繳交日期及方法
繳交日期：1/04/2022
繳交方法：上傳至各組別之
Google-classroom

1. Longman Listening Unit 4, 5
⚫
2. iLearner (attempt at least 2 days of reading exercise in ⚫
the week)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3. News Quiz of the week

⚫

1/4 Friday
Scan and upload to GC.

科任老師
HK,LCK,CW,KC
Y,NKH
KSW, CKY,
FWM, KY,

Keep all the answers in an
A-Book.*

PSK

*(You may write the answers down in the A-Book. Or, if you print

the materials out, please stick the materials inside the
A-Book.)
數學

生活與社會

網上課業
概率 (多項選擇題)

2/4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 AK , RC , YSM ,
的 Google Form 完成
KKC

發放日期：3 月 28 日
網上課業 (google form 選擇題：傳媒與我們的生活 - 傳媒的專業操
繳交日期：4 月 1 日前
守)
繳交方法：Google Form

AY, LEE

生物

觀看短片，完成繪製線圖練習

1/4, Google classroom 內邀交

CSY

物理

凹透鏡網上練習
https://www.edcity.hk/questionbank/

1/4 (五) 或之前 在 hkedcity 平 CYT
台完成

中國歷史

限期：4 月 1 日(五)
完成工作紙一：「西風東漸對清朝帶來的影響」

LCH, SL

把功課拍照，合併為 PDF 檔，上載
至 Google classroom 指定功課欄
位

歷史

預習/複習書 P62-66 (極權主義於 1930 年代的侵略及綏靖政策)

///

WSL,PKM

地理

寫筆記簿：
內容：單元 6.2 —「香港的生產模式有甚麼改變？」（書 P.20）

1/4/2022
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CKa

Street Art 街頭藝術
https://www.tate.org.uk/kids/games-quizzes/street-art

WY
請於三月至四月期間，登入網址，
可模擬街頭藝術形式創作，完成後
請將作品截圖，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Before 17 April 2022
PY
Upload to Google classroom

視覺藝術

音樂

自製排笛
觀看視頻短片，準備 50 字個人短評

體育

輔導組

閱讀推廣組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lc9
CCK,CKK
同學於假期間每星期進行
3
次或以
joWMx/view?usp=sharing
上,應循序漸進,由低強度開始慢
慢練習,回校後需進行測試
https://youtu.be/TmiIx9QG_7M

電子器材及屏幕距離的健康貼士

https://youtu.be/bXh_-hPrzQ0

提高免疫力的健康飲食 4 大原則

正向練習 – 社交智慧
（心靈故事，練習 – 發掘品格強項，運動）
主題：推理懸疑小說
相關推介短片將於 28/3 上載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

WWY

閱讀圖書後回答 Google Form
截止提交日期：22/4/2022

CSY / Alison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三級）
日期：4 月 4 日至 4 月 8 日

科目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中國語文

閱讀香港教育城「e 悅讀學校計劃」的電子書，
完成長篇閱讀報告一篇（約 400 字）。

English Language

1. IP video - “What I believe in”

繳交日期及方法
繳交日期：08/04/2022
繳交方法：上傳至各組別之
Google-classroom
● 8/4 Friday

2. iLearner (attempt at least 2 days of reading exercise ● Scan and upload to GC.
in the week)
Keep all the answers in an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A-Book.*
3. News Quiz of the week

科任老師
HK,LCK,CW,
KCY,NKH
KSW, CKY, FWM,
KY, PSK

*(You may write the answers down in the A-Book. Or, if you

print the materials out, please stick the materials inside
the A-Book.)
數學

網上課業
利息、增長及折舊、百分變化 (多項選擇題)
集中趨勢 (多項選擇題)
因式分解 (多項選擇題)
概率 (多項選擇題)

9/4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 AK , RC , YSM ,
的 Google Form 完成
KKC

生物

觀看短片，完成辨別實驗中的變量練習

8/4, Google classroom 內邀交

物理

製作針孔相機

8/4 (五) 把製成品拍照後交到
Google classroom

化學

於家中為食鹽和牛奶進行焰色試驗，方法可參考於 Goggle

把功課拍照或短片，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發放的短片。
classroom 指定功課欄位
Perform flame test on common salt and milk. You may refer to Take a photo of the worksheet
the video posted in Goggle Classroom.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視覺藝術

音樂

閱讀《大清海軍與李鴻章》「八八年」章節

閱讀材料在各班中史科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觀看影片 :《戰火無情 2》 末世啟示：希特拉的崛起上集
https://youtu.be/iPkEUjdtEFM

///

預習：觀看影片—「走出珠三角」
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eeKts_pws&t=260s
Google Arts & culture App
Virtual Art Tour 虛擬藝術旅程

自製排笛
觀看視頻短片，準備 50 字個人短評

體育

and upload in the corresponding
homework column in Google
classroom on or before 8/4
LCH, SL

WSL,PKM
CKa

/

WY
請於三月至四月期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開啟 google form，根
據指示完成及繳交 google form
Before 17 April 2022
PY
Upload to Google classroo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

CCK,CKK

lc9joWMx/view?usp=sharing

同學於假期間每星期進行 3 次或以
上,應循序漸進,由低強度開始慢
慢練習,回校後需進行測試

https://youtu.be/TmiIx9QG_7M

電子器材及屏幕距離的健康貼士

https://youtu.be/bXh_-hPrzQ0

提高免疫力的健康飲食 4 大原則

輔導組

正向練習 – 好奇心

WWY

（心靈故事，練習 – 想像自己，運動）
閱讀推廣組

主題：推理懸疑小說
相關推介短片將於 28/3 上載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

閱讀圖書後回答 Google Form
截止提交日期：22/4/2022

CSY / Alison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三級）
日期：4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預備中三專題研習「座談會」，作特定持份者資料搜集及完成工作紙。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繳交日期：14/04/2022
繳交方法：上傳至各組別
之 Google-classroom
●15/4 Friday

HK,LCK,CW,
KCY,NKH

2. iLearner (attempt at least 2 days of reading exercise in the week) ●Scan and upload to GC.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Keep all the answers
3. News Quiz of the week
in an A-Book.*

KY, PSK

1. Book sharing video:

KSW, CKY, FWM,

*(You may write the answers down in the A-Book. Or, if you print the

materials out, please stick the materials inside the A-Book.)
數學

網上課業
幾何定理 (多項選擇題)

16/4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的 Google

AK , RC , YSM ,
KKC

Form 完成
生活與社會
網上課業 (google form 選擇題：傳媒與我們的生活 - 認識新聞自由)

發放日期：4 月 11 日
繳交日期：4 月 15 日前
繳交方法：Google Form

AY, LEE

CSY

生物

觀看短片，完成解釋對照裝置的作用練習

15/4, Google classroom
內邀交

物理

觀看物理短片 (透鏡實驗)，完成工作紙

15/4(五) 或之前 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中國歷史
完成工作紙二：「評論題練習」

限期：4 月 15 日(五)
把功課拍照，合併為 PDF
檔，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指定功課欄位

LCH, SL

歷史

15-4-2022 前把功課拍
完成作業 P17-18

WSL,PKM

照，合併為 PDF 檔，並上
載至 Google classroom 指
定功課欄

地理

觀看地圖閱讀影片—與「曲線距離」、「方向」
影片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JR-4x7A16b7lp1UIIX9EZNuaLzhLMXH/
view

CKa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JFkfQxrvWUF7D4cenKK5Rm09HHp_fg9/
view
視覺藝術

體育

Google Arts & culture App
Virtual Art Tour 虛擬藝術旅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lc9joWMx/
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bXh_-hPrzQ0

同學於假期間每星期進行
3 次或以上,應循序漸進,
由低強度開始慢慢練習,
電子器材及屏幕距離的健
回校後需進行測試
康貼士
提高免疫力的健康飲食
4

正向練習 – 意義追尋

大原則

https://youtu.be/TmiIx9QG_7M
輔導組

請於三月至四月期間，登
入 google classroom，開
啟 google form，根據指
示完成及繳交 google
form

WY

CCK,CKK

WWY

（心靈故事，練習 – 撰寫信件，運動）
閱讀推廣組

主題：周遊列國
相關推介海報將於 11/4 上載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

閱讀圖書後回答 Google
CSY / Alison
Form
截止提交日期：22/4/2022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三級）
日期：4 月 18 日至 4 月 22 日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預習單元六課文《只能陪你一程》、《好雪片片》及《風箏》。

1. 1 news clipping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繳交日期：21/04/2022
繳交方法：上傳至各組別之
Google-classroom

HK,LCK,CW,
KCY,NKH

●20/4 Wednesday

KSW, CKY, FWM,

2. iLearner (attempt at least 2 days of reading exercise ●Scan and upload to GC.
in the week)
●Keep all the answers in an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A-Book.*
3. News Quiz of the week

KY, PSK

*(You may write the answers down in the A-Book. Or, if you

print the materials out, please stick the materials inside
the A-Book.)
數學

網上課業
全等及相似 (多項選擇題)
自主學習
1. 經「21-22 中三數學自主學習」 Google Classroom 內透過香港
教育城戶口完成第 5 課「各課綜合鞏固練習」
2. 於「21-22 中三數學自主學習」 Google Classroom 內完成第

23/4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的 Google Form 完成
全部將會計算在下學期數學科的
自主學習平時分

AK , RC , YSM , KKC

5.1 課至第 5.13 課「網上鞏固練習」
於「21-22 中三數學自主學習」 Google Classroom 內完成下學期
發放的」數學網上挑戰」
生物

觀看短片，對照實驗的假說和結論練習

22/4, Google classroom 內邀交

CSY

物理

觀看實驗動畫，收集實驗數據，完成工作紙

22/4(五) 或之前 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CYT

化學

於互聯網閱讀一位化學家的貢獻的文章，並以不少於 50 字寫出你

把功課拍照，合併為 PDF 檔，上

CK, WKC

的感想。
載至 Google classroom 指定功課
Reading a passage about the contribution of a scientist you 欄位
choose from internet. Write your feeling with not less than Take a photo of the worksheet
50 words
and upload in the corresponding
homework column in Google
classroom on or before 22/4
地理

預習：觀看地圖閱讀影片—「格網座標」

/

CKa

影片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kPzQOZynZuMUxF7OwQAqZcP
ujvezTuJ/view
視覺藝術

體育

閱讀推廣組

Google Arts & culture App
Virtual Art Tour 虛擬藝術旅程

請於三月至四月期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開啟 google
form，根據指示完成及繳交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
lc9joWMx/view?usp=sharing

google form
同學於假期間每星期進行 3 次或
以上,應循序漸進,由低強度開始
慢慢練習,回校後需進行測試

https://youtu.be/TmiIx9QG_7M
https://youtu.be/bXh_-hPrzQ0

電子器材及屏幕距離的健康貼士
提高免疫力的健康飲食 4 大原則

主題：周遊列國

閱讀圖書後回答 Google Form

相關推介海報將於 11/4 上載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

截止提交日期：22/4/2022

WY

CCK,CKK

CSY / Alison

日期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邀交日期及方法

暑期 e 閱讀馬拉松計劃
計劃分 4 期進行，透過將每期的主題圖書推介短片或海報上載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向同學推介 4-7 本主題相關的電子圖書。
同學須每期最少選擇其中一本電子圖書閱讀，閱讀後於 Google Form 上簡單進行書本相關的網上答題。完成整個計劃可獲參與證書一張。
同學直接點擊推介海報上的圖書封面即可免費閱讀該電子書，或進入「e 悅讀學校計劃」網站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ereadscheme
閱覽其他免費電子圖書。
登入方式：使用學生註冊編號登入（如有英文字母請使用小楷輸入）
登入名稱

密碼

lcd-學生註冊編號
（例子：lcd-202201234）
（例子：lcd-20190123a）

pwd 學生註冊編號
（例子：pwd202201234）
（例子：pwd20190123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