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學習安排 

 
數學科：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d9972hCfyJRoUS1kXrEo1lb2T-586U0?usp=sharing 

 

30/3/2020 
（一） 

English： 
• 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 Do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Remember to look up vocabulary words you don't know. Also, due every Frida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wkQhFA-es8XNrDeuE6ev2DK2wL9CeNr?usp=sharing 

數學：自習第 9 課 － 9C 

STEM：完成 Makecode 教程 －《擲骰子》 

 

31/3/2020 
（二）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數學：完成課堂工作紙《9C》P.1 – P.2 
科學：預習 1B CH6.3 – 6.4 

1/4/2020 
（三）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數學：完成課堂工作紙《9C》P.3 – P.4 
生社：自習「價值建立與應用」單元 1:「價值觀面面觀」P.6-17 
科學：完成 CH6.3 – 6.4 Quizizz 練習 

2/4/2020 
（四） 

English： 
• 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 Do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Remember to look up vocabulary words you don't know. Also, due every Frida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wkQhFA-es8XNrDeuE6ev2DK2wL9CeNr?usp=sharing 

 
數學：完成課堂工作紙《9C》P.5 – P.6 
STEM：完成 Makecode 教程 －《友情測試器》 

3/4/2020 
（五）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 Send 2 responses. 
數學：自習第 10 課 － 10A 
中史：預習課題六《魏晉南北朝的分裂》第二節 

4/4/2020 
（六）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數學：完成課堂工作紙《10A》P.1 – P.2 
STEM：完成 Makecode 教程 －《悄悄話》 5/4/2020 

（日） 

6/4/2020 
（一） 

中文：閱讀《故宮博物院》課文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數學：完成課堂工作紙《10A》P.3 – P.4 

7/4/2020 
（二） 

中文：閱讀《生物之間的微妙關係》課文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數學：完成課堂工作紙《10A》P.5 – P.6 



8/4/2020 
（三） 

至

19/4/2020 
（日） 

 
復活節假期 

假期課業安排： 

中文 

• 隨筆 

• 《故宮博物院》課文工作紙 
English： 
• 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 every day (https://reurl.cc/200NOm )  

Send 2 responses a week. Due every Friday. 
• Do 2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each week. 

（Remember to look up vocabulary words you don't know. Also, due every Frida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wkQhFA-es8XNrDeuE6ev2DK2wL9CeNr?usp=sharing 

 
數學 

• 自習第 10 課 － 10B 

• 完成課堂工作紙《10B》  

• 自習第 10 課 － 10C 4. 完成課堂工作紙《10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d9972hCfyJRoUS1kXrEo1lb2T-586U0?usp=sharing 
(工作紙可藉網址下載，請自行列印共在復課後交回) 

生社 

• 完成「價值觀面面觀」探究活動 1,2 和 3 

科學： 

• 完成作業 1B CH6.3 – 6.4 

• 完成作業單元三、四 綜合練習 

 

中史 

• 觀看《三分鐘讀懂南北朝》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c67KtoCflc  

• 觀看《中國世族的興衰趨勢》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U8VAMFZ1U  

 

STEM： 

• 觀看影片 MakeCode 教學#0A：Micro:bit 好玩之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vRjPO0SvY&list=PLGvDmN7CFT8cfHC0PVhy0NIqnUlIWGV_   

• 觀看影片 MakeCode 教學#00：積木程式 MakeCode 環境介紹 & 操作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Dcbsgzhkbs&list=PLGvDmN7CFT8cfHC0PVhy0NIqnUlIWGV_&index=2   

• 完成 Makecode 教程 －《剪刀石頭布》 

• 完成 Makecode 教程 －《硬幣投擲器》 
註： 
STEM 

• makecode 網站 https://makecode.microbit.org/    
• 完成教程後儲存檔案，以電郵交回或上傳到 Office 365 - Team。  
• 檔案名稱請寫上自己的名字和教程名稱。 例：Chan Siu Ming - 閃爍的心 

 
 



  
中二甲學習安排 

中文科：https://chiculture.org.hk/tc/search?category=All&keywords=%E5%85%B5%E9%A6%AC%E4%BF%91  
  （兵馬俑課業） 
English：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XH7iznFX3vdt6VWjLXhZcnOfFZDAvlM?usp=sharing  
電腦科：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5PvcgOsKhdtaC7BCjE98irRGaWj45MD  

30/3/2020 
（一） 

English:  
• Vocabulary Worksheets (Unit 4 Vocab 1) 如有問題可在 TEAMS 討論 
•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數學： 
觀看短片：中二數學_上學期_簡單的統計圖表和圖像（二） 統計圖的運用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dTSOmOcmk  
 

31/3/2020 
（二） 

中文：閱讀：單元六導讀《醜石》及完成課後練習(附有 PowerPoint) 
English: 

•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科學：溫習課本二下 單元十 - 常見的酸和鹼 

1/4/2020 
（三） 

中文：詩人介紹—杜甫 https://chiculture.org.hk/tc/search?keywords=杜甫  
 
English:  

• Grammar Worksheets (Grammar 8) 如有問題可在 TEAMS 討論 
•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科學：完成作業二下 CH29 

2/4/2020 
（四） 

English: 
•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數學： 
• 2A 冊課堂工作紙 6D (4 月 2 日, 有 live 講授) 
• 數學作業 2A  習題 6D 

3/4/2020 
（五） 

English: 
•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生社： 
• 完成 teams 內一份名為單元 22_資料回應題_工作紙 

4/4/2020 
（六） 

English: 
•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5/4/2020 
（日） 



6/4/2020 
（一） 

中文： 

• 閱讀理解：單元六《楊柳》及完成課後練習 

• 另附上《愛蓮說》參考答題重點 

電腦： 

• 圖形補充筆記 1 及圖形WS1 可於 teams繳交或於下鏈結完成及繳交            

7/4/2020 
（二） 

English: 
•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中史： 
• 課題六  元代的高壓統治 
• 功課： 課題六  元代的高壓統治 作業 

8/4/2020 
（三） 

至

19/4/2020 
（日） 

 
復活節假期 

假期課業安排： 

中文 

閱讀：單元七講讀秦陵兵馬俑及完成課後練習(附有 PowerPoint) 

知多一點點：兵馬俑 (見置頂連結) 

English： 
• Vocabulary Worksheets (Unit 4 Vocab 2) 如有問題可在 TEAMS 討論 
• Grammar Worksheets (Grammar 9) 如有問題可在 TEAMS 討論 
•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置頂連結) 

 
數學： 
下載工作紙JNCM2E_ST_2A05_c_c，完成分章小測5C 
下載工作紙JNCM2E_ST_2A06_a_c，完成分章小測6A 
 
下載地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7dBiBssja2Cctj1whAxQeOe_O2y3nbh 

 

生社： 

• 完成 teams 內一份名為時事工作紙 5 

科學： 

• 溫習課本二下 單元十 - 常見的酸和鹼 

• 完成作業二下 單元十 總複習 

 
註：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daily.  
login ID and password in student handbook. 
每天上 i-Learner 網做網上練習，用戶號碼及密碼已貼手冊。 
(學生除了做每次在網上新發放的練習外，還可補做由 2019-09-02起尚未完成的練習。i-Learner查詢
電話: 3904 1651, i-Learner WhatsApp熱線: 9388 6251) 
  



中三學習安排 
中文科：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yuQ2obfoMmafRdYcT4P6kxNDLeihqhz?usp=sharing 
數學科：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HTgXrEEBf1ix2kckLWCLBJf-sjlYUkr  
科學科：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AIBguz56pv1122wBf7PwbxJz0i1M5b?usp=sharing  
 

30/3/2020 

（一） 

數學：觀看短片 分組數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XS-PR0Oyk  

科學：預習 (a) 42.1 塑膠的製造、(b) 42.2A 塑膠的良好特性 

31/3/2020 

（二） 

數學： 

• 3A 冊課堂工作紙 5B 

• 數學作業 3A  習題 5B 

1/4/2020 

（三） 

中文：工作紙(15): 文言虛詞「豈」、「夫」（參考課本第 7.22 至 7.23頁） 

科學：預習(c) 42.2C 塑膠的經濟效益。(d) 42.3A 塑膠廢物帶來的環境問題 

 

2/4/2020 

（四） 

English：S3 English: Reading (Unit 6) 

科學：(e) 42.3B 怎樣減少塑膠廢物對環境的影響？ 

 

3/4/2020 

（五） 

數學： 

• 3A 冊課堂工作紙 5C 

• 數學作業 3A  習題 5C 

4/4/2020 

（六） 

中史： 

• 第六章 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分裂 

• 功課： 第六章 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分裂 作業 5/4/2020 

（日） 

6/4/2020 

（一） 

中文：工作紙(16): 課外閱讀理解《在錯誤中學習》 

科學：完成作業(第 42 課)，42.1 至 42.32B 內容有關的練習。 

7/4/2020 

（二） 

生社：資料固應題 WS (TEAMS) 

電腦：登入電腦科 OneNote，溫習課文「課題 D 第 3章 處理網頁上的圖形」並完

成電子家課。 



8/4/2020 
（三） 

至

19/4/2020 
（日） 

 
復活節假期 

假期課業安排： 

中文： 
• 工作紙(17): 因果和轉折複句（參考課本第 6.54 至 6.55頁） 
• 工作紙(18): .閱讀理解《想和做》（參考課本第 7.31 至 7.33頁） 
• 工作紙(19): 命題寫作(疼愛和溺愛)（參考課本第 7.40 至 7.43頁） 

 

English: S3 English: Writing (Unit 5), Vocabulary (Unit 6) 

 

數學 

• 下載工作紙 JNCM2E_CT_3A02_c，完成每章小測 2 

• 下載工作紙 JNCM2E_CT_3A02_c，完成每章小測 3 

• 下載工作紙 JNCM2E_CT_3A02_c，完成每章小測 4 

  

科學： 

• 觀看教育電視：「傳染病」：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322696887  

• 完成「疾病與健康」工作紙。(見置頂連結) 

  



 
中三延伸學習安排 

30/3/2020 
（一） 

中文：觀看教學片段《論仁》（於 TEAMS發放)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31/3/2020 
（二）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數學：預習 Bk4A 第二章(2.1 & 2.2) 
(進入 Teams > 作業 > 30March_7April Bk4A Ch2 Section 2.1 & 2.2) 

 

1/4/2020 
（三） 

中文：觀看教學片段《論孝》（於 TEAMS發放)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物理：預習:5.1 氣體定律¾(1)壓強、(2)波義耳定律、(3)氣體壓強與溫度的關係  
 

2/4/2020 
（四） 

中文：觀看教學片段《論君子》（於 TEAMS發放)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物理：完成「進度評估 1」(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3/4/2020 
（五） 

English： 
• 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send 2 responses) 
• Do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ERAYvfzFtIAXVYiJ1mAHxsWVVwtHK2C?usp=sharing   
 
通識：完成 teams 內一份名為生活素質工作紙 1 (答案用 word打出及上戴 doc 檔到

Teams繳交） 
 
經濟： 
• 參考 4 上書 Ch.6並完成 Teams來一份名為 Ch.6_廠商的所有權形式 DBQ 練習 

（答案用 word打出及上載 doc 檔到 Teams繳交） 

4/4/2020 
（六）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BAFS： 
• 個案主題：小型企業面對大型企業的競爭 
• 個案主題：社會企業「黑暗中對話」啟發參觀者 5/4/2020 

（日） 

6/4/2020 
（一）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歷史：預習主題甲第 2章 P.85-92 
物理：完成「進度評估 2」(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7/4/2020 
（二）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https://reurl.cc/200NOm ) 
物理：完成「進度評估 3」(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8/4/2020 
（三） 

至

19/4/2020 
（日） 

 
復活節假期 

假期課業安排： 

中文 

• 完成《論仁．論孝．論君子》工作紙（於 TEAMS發放) 

• 閱讀《神雕俠侶．第二十至二十二回（節錄）》（於 TEAMS發放)，以義的精

神來分析書中人物。 
 
English： 

• Continue reading the news every day but this time send 2 responses a week. Due every 
Friday. In addition, do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ksheet each week. Remember to 
look up vocabulary words you don't know. Also, due every Friday. 

 

數學 
• 完成補充練習(進入 Teams > 作業 > 8April Bk4A Ch2 有關直線方程計算 及

Teams > 作業 > 8_19April Bk4A Ch2補充練習) 
通識 

• 完成 teams 內一份名為生活素質工作紙 2 (答案用 word打出及上戴 doc 檔到

Teams繳交) 

BAFS 

• 個案主題：洗碗公司成功發掘餐飲行業中的機會 

歷史 

• 觀看香港歷史系列《淪陷前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HOFu0Nsr4  

• 觀看香港歷史系列 III《安居屋簷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UETs8xqNs  

 

經濟 

• 完成 Teams 內一份名為 Ch.6_廠商的擴張 DBQ 練習（答案用 word打出及上

載 doc 檔到 Teams繳交）廠 

物理：預習:5.1 氣體定律¾ 

4 氣體體積與溫度的關係、5 普適氣體定律與理想氣體、 6 氣體定律與線圖  

學習活動:完成「進度評估 4」、「進度評估 5」和「進度評估 6」 (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中四甲學習安排 

30/3/2020 
（一） 

English: Newspaper cutting  
 
通識：透過WHATSAPP群組內，學習及討論由教師提供的匯報內容： 
• 纖體瘦身與醫學美容風氣（配合課本 P60-66頁）（30/3-31/3） 
M2：完成「工作紙 27-28」，工作紙完成後，於 7/4/2020(二)前透過 TEAMS繳交 

  

工作紙 27-28 S4A M2停課筆記 
「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筆記」已上載至 ONENOTE，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瀏覽 
 

31/3/2020 
（二） 

 
中文：觀看《始得西山宴遊記》教學片段，並完成工作紙一（4 月 7 日呈交） 
English: Newspaper cutting  
數學：預習書 第 10章 圓的基本性質(10.3 圓上的角的性質)，並完成「10.3 課堂工

作紙」，工作紙完成後，於 7/4/2020(二)前透過 TEAMS繳交 

  

10.3 課堂工作紙 S4A 數學停課筆記 
「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筆記」已上載至 ONENOTE，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瀏覽 

 
BAFS：停課工作紙：複式記帳法 練習（一) 
           
 
ICT：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WiFi (Wireless) Password Security - WEP, WPA, WPA2, WPA3, WPS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ZaIfyvERcA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lRZN1o1MllNNFNFV0dXR0NJNlgwTzQyUC4u 

 

 



1/4/2020 
（三） 

English: Newspaper cutting  
通識：通識：透過WHATSAPP群組內，學習及討論由教師提供的匯報內容： 
- 禁煙方式的爭議（配合課本 P67-74頁）（1/4-3/4） 
M2：預習書 第 8章 不定積分法 P.39– P.45，並完成「8.5 至 9.1 課堂工作紙」 

  
8.5 至 9.1 課堂工作紙 S4A M2停課筆記 

「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筆記」已上載至 ONENOTE，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瀏覽 

2/4/2020 
（四） 

English: Newspaper cutting  
數學：預習書 第 10章 圓的基本性質(10.4 圓上的角、弧和弦的關係 )，並完成

「10.4 課堂工作紙」，工作紙完成後，於 7/4/2020(二)前透過 TEAMS繳交 

  

10.4 課堂工作紙 S4A 數學停課筆記 
「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筆記」已上載至 ONENOTE，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瀏覽 

 
BAFS：停課工作紙：複式記帳法 練習（二) 

 

3/4/2020 
（五） 

English: Newspaper cutting  
M2：預習書第 9章 定積分法 P.58– P.66，並完成「8.5 至 9.1 課堂工作紙」 

  

8.5 至 9.1 課堂工作紙 S4A M2停課筆記 
「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筆記」已上載至 ONENOTE，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瀏覽 

通識：星期五下午，每周一節網上鞏固課堂。 
科學：預習單元 6.3，觀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_6oovbCNi8  



4/4/2020 
（六） 

 
English: Newspaper cutting  
 
歷史：預習主題甲第 4章 
ICT：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Cable vs DSL vs Fiber Internet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QYiwmamq38&t=24s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NU9XSzcwVjNaWE1RTk1OSTZFOFJPMDdNUS4u  

 

5/4/2020 
（日） 

6/4/2020 
（一） 

中文：觀看《始得西山宴遊記》教學片段，並完成工作紙一（4 月 13 日呈交） 
English: Newspaper cutting  
通識：通識：透過WHATSAPP群組內，學習及討論由教師提供的匯報內容： 
- 禽流感下的社區防疫（配合課本 P75-79頁）（6/4-7/4） 
- 星期五下午，每周一節網上鞏固課堂。 

 
ICT：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2.4 GHz vs 5 GHz WiFi: What is the dif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bf_KE5llQ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OTZQMDBITTdRQTBTWUhOUFM3RU5MUktNRS4u  

 
 

7/4/2020 
（二） 

English: Newspaper cutting  
ICT： 
• 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Ethernet Cables, UTP vs STP, Straight vs Crossover, CAT 5,5e,6,7,8 Network Cabl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NX99ad2FUA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VlEN0tMRDlUMzdKWVRJNzg4SFlROUtGMS4u 

 
• 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SSL, TLS, HTTP, HTTPS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xRDVZHhig&t=18s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DlYTDBSUThJU0laRDhTMlJMVlAxSllWQi4u  

 



8/4/2020 
（三） 

至

19/4/2020 
（日） 

 
復活節 
假期 

假期課業安排： 
中文： 
• 觀看《始得西山宴遊記》教學片段，並完成工作紙三（4 月 19 日呈交） 
• 完成 SBA 閱讀報告 

英文：作文 (題目 Teams 內發放，Teams 內呈交) 

數學 
• 預習書 第 11章 圓的基本性質(11.1 圓內接四邊形的性質 )，並完成「11.1 課

堂工作紙」，工作紙完成後，於 20/4/2020(一)前透過 TEAMS繳交 
• 「11.1 課堂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 「S4A 數學停課筆記」已上載至 ONENOTE，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瀏覽 

 

  

11.1 課堂工作紙 S4A 數學停課筆記 

 

通識 

• 教師將在 WHATSAPP群組內發放「近年的健康及公共衞生議題」工作紙，學

生可以電子模式（e-mail/teams/whatsapp），在假期後繳交。 

 

歷史： 

• 觀看改革開放四十年之無窮無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R7F1AHcDE  

• 觀看改革開放四十年之中國式創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0imn_gvigo  

 

BAFS： 

• 停課工作紙：試算表 練習（一） 

• 停課工作紙：試算表 練習（二） 

科學： 

• 預習單元 6.3 

• 完成單元 6.3 預習題目 

 
 
 
 
 
 



 
中五學習安排 

BAFS：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txHAUIJq8njfFE96QxsuXYIh6XNAqQx?usp=sharing      

30/3/2020 
（一） 

English：30/3- Submit writing 
通識：IES 問卷設計(TEAMS 發放) 
ICT：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WiFi (Wireless) Password Security - WEP, WPA, WPA2, WPA3, WPS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ZaIfyvERcA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lRZN1o1MllNNFNFV0dXR0NJNlgwTzQyUC4u  

 

31/3/2020 
（二） 

中文：完成十二篇章練習(七) 

BAFS：DSE 2012 卷一 MC 

1/4/2020 
（三） 

English：1/4 - Online lesson on TEAMS (Discussion on Writing) 
ICT：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Cable vs DSL vs Fiber Internet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QYiwmamq38&t=24s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NU9XSzcwVjNaWE1RTk1OSTZFOFJPMDdNUS4u  

 

2/4/2020 
（四） 

數學：預習 Bk6 第一章(1.1 & 1.2) 
(進入 Teams > 作業 > 30March_2April Bk6 Ch1 Section 1.1 & 1.2) 

3/4/2020 
（五） 

中文：完成十二篇章練習(八) 

 
ICT：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2.4 GHz vs 5 GHz WiFi: What is the dif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bf_KE5llQ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OTZQMDBITTdRQTBTWUhOUFM3RU5MUktNRS4u  

4/4/2020 
（六） 

ICT：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Ethernet Cables, UTP vs STP, Straight vs Crossover, CAT 5,5e,6,7,8 Network Cabl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NX99ad2FUA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VlEN0tMRDlUMzdKWVRJNzg4SFlROUtGMS4u  5/4/2020 

（日） 

6/4/2020 
（一） 

數學：預習 Bk6 第一章(1.3 & 1.4) 

(進入 Teams > 作業 > 3_7April Bk6 Ch1 Section 1.3 & 1.4) 

 

科學：預習：第三十二章 平衡之道� 32.1 資源管理(在 TEAMS 下載) 

學習活動：在 TEAMS 下載並完成工作紙「大自然中的平衡(十一)」 

7/4/2020 
（二） 

English：7/4 - Online lesson on TEAMS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ocial issues) 
ICT：觀看以下的視頻,並登入 Office 365 完成以下 Microsoft Form功課 
SSL, TLS, HTTP, HTTPS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xRDVZHhig&t=18s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DlYTDBSUThJU0laRDhTMlJMVlAxSllWQi4u 



8/4/2020 
（三） 

至

19/4/2020 
（日） 

 
復活節 
假期 

假期課業安排： 

中文： 

• 讀書報告 

• 閱讀理解練習 

• 作文一篇 

英文： 

• 20/4 - Submit newspapers response 

• 20/4 - SBA (story reading) 
數學： 

• 完成補充練習(進入 Teams > 作業 > 8_19April Bk6 Ch1補充練習) 

通識/生社 

 
M2 

• 完成「工作紙 19」，工作紙完成後，於 20/4/2020(一)前透過 TEAMS繳交 
• 預習書 第 14章 三維空間的向量 P.338 – P.343，並完成「14.1 課堂工作紙」 
• 「工作紙 19」及「14.1 課堂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 「S5 M2停課筆記」已上載至 ONENOTE，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瀏覽 

  
 

工作紙 19 14.1 課堂工作紙 S5 M2停課筆記 

 

BAFS：DSE 2012 卷一短題及卷二 

 

科學：預習：第三十二章 平衡之道� 32.2 環境保護、32.3 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在

TEAMS 下載) 

學習活動：在 TEAMS 下載並完成工作紙「大自然中的平衡(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