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四級）

日期：3 月 7日至 3 月 11 日

科目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中國語文 校本評核---閱讀報告寫作大綱 18/3 google classroom LHK,CW,CHY,

NYY,LD
English Language 1. Newspaper Quiz 7

2. i-Learner

iLearner: access and submit the exercises online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 11/3 Friday

● Scan and upload to GC.

● Keep the quiz in an A-Book.*

SW, CCF, KSW,

KY, FWM

數學

（必修部分）

網上課業

指數、方程式應用題、因式分解

12/3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

發放題目的位置繳交

NC , HM , MY ,

SH , CCP

預習及自主學習影片

一元一次不等式 (Linear Inequality in One Unknown)

於 7/3 – 11/3 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的短片

數學

（延伸單元二）
Revision Exercise 1(Summation Notation) 11/3(Google Classroom)

NC

輔導組 正向練習 - 仁慈

（心靈故事，練習 - 三個祝福，運動）
/

WWY

閱讀推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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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圖書後回答 Google Form

截止提交日期：22/4/2022

CSY / Alison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四級）

日期：3 月 14 日至 3月 18 日

科目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中國語文 校本評核---閱讀報告寫作大綱 18/3 google classroom LHK,CW,CHY,

NYY,LD
English Language 1. i-Learner

iLearner: access and submit the exercises online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 News Clipping (SDL - read a news article and write a

short review)

● 18/3 Friday

● Scan and upload to GC.

● Keep the task in an A-Book.*

SW, CCF,

KSW,KY, FWM

數學

（必修部分）

網上課業

主項的變換、指數、平面幾何

19/3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發

放題目的位置繳交

NC , HM ,

MY , SH , CCP

預習及自主學習影片

複合一元一次不等式：及 (Compound Inequalities : And)

於 14/3 – 18/3 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的短片

數學科

(延伸單元二)
Revision Exercise 2(Mathematical Induction) 18/3(Google Classroom)

NC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共通能力工作紙 4因素題(筆記 p.14) 發放日期：3月 14 日

繳交日期：3月 18 日前

繳交方法：Google Classroom

AY

輔導組 正向練習 – 自我約束

（心靈故事，練習 – 細味，運動）

WWY

閱讀推廣組 主題：Sherlock Holmes Series

相關推介海報將於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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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四級）

日期：3 月 21 日至 3月 25 日

科目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中國語文 完成作文一篇(二選一) 25/3 google classroom LHK,CW,CHY,

NYY,LD

English Language 1. Newspaper Quiz 8

2. i-Learner

iLearner: access and submit the exercises online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 25/3 Friday

● Scan and upload to GC.

● Keep the quiz in an A-Book.*

SW, CCF,

KSW,KY, FWM

數學

（必修部分）

網上課業

因式分解、方程式應用題、百分數

26/3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發

放題目的位置繳交

NC , HM ,

MY , SH , CCP

預習及自主學習影片

複合一元一次不等式：或 (Compound Inequalities : Or)

於 21/3 – 25/3 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的短片

數學科

(延伸單元二) Revision Exercise 3(Binomial Theorem) 25/3(Google Classroom)

NC

輔導組 正向練習 – 熱情和幹勁

（心靈故事，練習 – 訂立目標和計劃，運動）

WWY

閱讀推廣組 主題：Sherlock Holmes Series

相關推介海報將於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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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四級）

日期：3 月 28 日至 4月 1日

科目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中國語文 複習上學期所學：

閱讀視頻，並完成課文練習。

單元二：勸學、師說

1/4 google classroom LHK,CW,CHY,

NYY,LD

English Language 1. i-Learner

iLearner: access and submit the exercises online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 Speaking Task: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video-taping)

● 25/3 Friday

● video-tape and upload the video

to GC.

SW, CCF,

KSW,KY, FWM

數學

（必修部分）

網上課業

方程式應用題、面積及體積、主項的變換

2/4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發

放題目的位置繳交

NC , HM ,

MY , SH , CCP

預習及自主學習影片

一元二次不等式 (Quadratic Inequality in One Unknown)

於 28/3 – 1/4 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的短片

數學科

(延伸單元二)
Revision Exercise 4(Trigonometry) 1/4(Google Classroom)

NC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共通能力工作紙 4.1 因素題 發放日期：3月 28 日

繳交日期：4月 1日前

繳交方法：Google Classroom

AY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輔導組 正向練習 – 社交智慧

（心靈故事，練習 – 發掘品格強項，運動）

/ W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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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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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中國語文 複習上學期所學：

閱讀視頻，並完成課文練習。

單元三：

魚我所欲也、廉頗藺相如列傳

8/4 google classroom LHK,CW,CHY

,

NYY,LD

English Language 1. i-Learner

iLearner: access and submit the exercises online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 News Clipping (SDL - read a news article and write a

short review)

● 8/4 Friday

● Scan and upload to GC.

● Keep the task in an A-Book.*

SW, CCF,

KSW,KY,

FWM

數學

（必修部分）

網上課業

百分數、指數、主項的變換

9/4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

題目的位置繳交

NC , HM ,

MY , SH ,

CCP預習及自主學習影片

函數的概念 (Concept of Function)

於 4/4 – 8/4 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的短片

數學科

(延伸單元二)

Textbook p.3.27

Ex 3C

Question 1-10

8/4(Google Classroom)

NC

輔導組
正向練習 – 好奇心

（心靈故事，練習 – 想像自己，運動）
/

W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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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四級）

日期：4 月 11 日至 4月 15 日

科目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中國語文 預習單元四《論仁、論君子》

閱讀視頻，並完成課文預習。

單元四：

論仁、論孝、論君子

15/4 google classroom LHK,CW,CHY,

NYY,LD

English Language 1. i-Learner

iLearner: access and submit the exercises online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 Speaking Task: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video-taping)

● 15/4 Friday

● video-tape and upload the video

to GC.

SW, CCF,

KSW,KY, FWM

數學

（必修部分）

網上課業

指數、因式分解、平面幾何

16/4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發

放題目的位置繳交

NC , HM ,

MY , SH , CCP

預習及自主學習影片

函數的記法 (1) (Notation of Function (1))

於 11/4 – 15/4 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的短片

數學科

(延伸單元二)
Textbook p.3.27

Ex 3C

Question 11-16-18

15/4(Google Classroom)

NC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2021-22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 25 週年中文寫作比賽 發放日期：4月 11 日

繳交日期：4月 15 日前

繳交方法：Google Classroom

AY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輔導組 正向練習 – 意義追尋

（心靈故事，練習 – 撰寫信件，運動）

W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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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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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級）

日期：4 月 18 日至 4月 22 日

科目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中國語文 預習單元四白話文篇章 22/4 google classroom LHK,CW,CHY,

NYY,LD
English Language 1. i-Learner

iLearner: access and submit the exercises online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 News Clipping (SDL - read a news article and write a

short review)

● 20/4 Wednesday

● Scan and upload to GC.

● Keep the task in an A-Book.*

SW, CCF,

KSW,KY, FWM

數學

（必修部分）

網上課業

主項的變換、百分數、方程式應用題

23/4 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內發

放題目的位置繳交

NC , HM ,

MY , SH , CCP

預習及自主學習影片

函數的記法 (2) (Notation of Function (2))

於 18/4 – 22/4 觀看 Google

Classroom 內發放的短片

數學科

(延伸單元二)
Textbook p.3.44

Ex 3D

Question 1, 4, 5, 8-11, 20

22/4(Google Classroom)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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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截止提交日期：22/4/2022

CSY / Alison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https://www.i-learner.com.hk/index2018.php


2022 年 3-4 月暑期（特別假期）網上課業總表 （中四級）

日期：3 月至 4 月

科目 網上課業 / 預習 / 自主學習內容 繳交日期及方法 科任老師

體育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lc9joW
M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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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K,C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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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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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lc9joWM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6aOzmgacXEfrr8Q9XkEzM1lc9joWMx/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TmiIx9QG_7M
https://youtu.be/bXh_-hPrzQ0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ereadsche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