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自學安排 

3/2/2020 

(一)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科學： 

觀看 ETV <生物的分類與生物的多樣性> 及 <性和生殖> (連結將上載至 TEAMS) 

4/2/2020 

(二) 

1）中文： 

完成新聞剪報 

 

2）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5/2/2020 

(三)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中史： 

預習課題三《秦代大一統帝國的建立與驟亡》第一節 

6/2/2020 

(四) 

1）中文： 

預習《背影》課文，及完成預習工作紙 

 

2）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7/2/2020 

(五)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生社： 

整理上學期習作，做好改正 

8/2/2020 

(六) 

1）中文： 

網上閱讀課外書籍（可自選或老師提供）                   

 
2）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9/2/2020 

(日) 

1）中文： 

網上閱讀課外書籍（可自選或老師提供）                   

 
2）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中一自學安排 

10/2/2020 

(一)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科學： 

 預習 1B CH 4.1–4.2 

完成作業 1B CH 4.1 

11/2/2020 

(二) 

1） 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自習第 7 課 (7A) 

 完成工作紙 7A（Teams => 1920_數_S1 => 檔案） 

12/2/2020 

(三)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生社： 

剪報一則，讀後感不少於 200 字 

13/2/2020 

(四)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中史： 

預習課題三《秦代大一統帝國的建立與驟亡》第二節 

14/2/2020 

(五)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自習第 7 課 (7B) 

 完成工作紙 7B（Teams => 1920_數_S1 => 檔案） 

15/2/2020 

(六) 

1）中文： 

網上閱讀課外書籍（可自選或老師提供）                   

 

2）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16/2/2020 

(日) 

1）中文： 

網上閱讀課外書籍（可自選或老師提供）                   

 

2）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中二甲自學安排 

3/2/2020 

(一) 

English：New Treasure Plus 2A (textbook) Unit 4:  Do 3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s in 

Unit 4 

4/2/2020 

(二) 
數學：2A 冊課堂工作紙 5A (註) 

5/2/2020 

(三) 

生社： 

 預習 第 13 號書 單元二 重點知識 (p.22) 

 完成探究活動 1 和 2 （p.16-17) 

6/2/2020 

(四) 
數學：2A 冊課堂工作紙 5B (註) 

7/2/2020 

(五) 

電腦： 

 閱讀輔助存貯設備補充筆記 1  

 完成輔助存貯設備 WS1 

8/2/2020 

(六) 
中文：閱讀《在風中》及完成課後練習(附有 PowerPoint) 

9/2/2020 

(日) 
English：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login ID and password in student handbook) 

 

註：數學科：下載地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7dBiBssja2Cctj1whAxQeOe_O2y3nbh    

同學下載後可列印或以單行紙/簿作答，完成後拍照或掃描在 Teams 交科任或以其它通訊軟件傳送給

科任。批改後在 Teams 送回。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7dBiBssja2Cctj1whAxQeOe_O2y3nbh


 

中二甲自學安排 

10/2/2020 

(一) 

數學： 

2A 冊課堂工作紙 5C (註) 

11/2/2020 

(二) 
中文：閱讀《老區風景》及完成課後練習(附有 PowerPoint) 

12/2/2020 

(三) 
生社：預習 第 13 號書 單元三 重點知識 (p.30) 

13/2/2020 

(四) 
生社：完成探究活動 1 和 2 (p.27-28) 

14/2/2020 

(五) 

電腦： 

 閱讀輔助存貯設備補充筆記 2 

 完成輔助存貯設備 WS2 

15/2/2020 

(六) 
English：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login ID and password in student handbook) 

16/2/2020 

(日) 
English：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login ID and password in student handbook) 

註：數學科：下載地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7dBiBssja2Cctj1whAxQeOe_O2y3nbh    

同學下載後可列印或以單行紙/簿作答，完成後拍照或掃描在 Teams 交科任或以其它通訊軟件傳送給

科任。批改後在 Teams 送回。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7dBiBssja2Cctj1whAxQeOe_O2y3nbh


 

中三自學安排 

3/2/2020 

(一) 

English：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daily (contact Ms Mak through Teams if you forget your login 

name and/or password). 

4/2/2020 

(二) 

1） 中文： 

 閱讀課文《孔明借箭》(羅貫中) 

 閱讀課文《孔明借箭》(羅貫中)簡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WB-

RS9czpQa9affUMvBJIBwzxPnBG_m/view?usp=sharing  

 聆聽課文《孔明借箭》(廣播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OJmKvXP0_uBt3PIgTBx_RFrCqMGEsB7/view?usp=sharing   

 完成課本 6.4(重點解說)及 6.6(預習)  

 

2）English：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3）數學： 

3A 冊課堂工作紙 2A 

5/2/2020 

(三) 

English： 

 Listening exercises will be uploaded to the assignment section on Teams on 3rd and 10th Feb. Login and 

complete the tasks before deadline.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6/2/2020 

(四) 

1）中文： 

完成《草船借箭》工作紙（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KjcDnmXu1HiJ3OquVc5Q_7LmMfs-HDl/view?usp=sharing   

 

2）English： 

 Unit 4 grammar items will be taught through Teams and recordings will be uploaded on 6th Feb. If you 

have your grammar book at home, you can (and you should) start working on Unit 4. If not, please work 

very hard later ;)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7/2/2020 

(五) 

English： 

 Unit 4 grammar worksheets will be uploaded on 7th Feb in the assignment section on Teams.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8/2/2020 

(六) 

1）English：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3A 冊課堂工作紙 2B 

9/2/2020 

(日) 

1）English：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2）科學： 

 溫習三 A 第 38 課，並完成作業(第 38 課) 

 在網上搜尋三個有關政府所提供的健康活動網頁 

註：數學科：下載地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HTgXrEEBf1ix2kckLWCLBJf-sjlYUkr 

同學下載後可列印或以單行紙/簿作答，完成後拍照或掃描在 Teams 交科任或以其它通訊軟件傳送給科任。批改後在 

Teams 送回。可參考課本 3A 第二課。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WB-RS9czpQa9affUMvBJIBwzxPnBG_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WB-RS9czpQa9affUMvBJIBwzxPnBG_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OJmKvXP0_uBt3PIgTBx_RFrCqMGEsB7/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KjcDnmXu1HiJ3OquVc5Q_7LmMfs-HDl/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HTgXrEEBf1ix2kckLWCLBJf-sjlYUkr


中三自學安排 

10/2/2020 

(一) 

1）English：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3A 冊課堂工作紙 2C (註) 

 

11/2/2020 

(二) 

1）English： 

 Finish your CNY holiday assignments and send them to Ms Mak before the deadline.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3A 冊課堂工作紙 2D (註) 

 

12/2/2020 

(三) 

1）English：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2）生社： 

剪 報 工 作 紙 一 篇 （ 工 作 紙 將 於 Teams OR GOOGLE LINK 發 放 ）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xyrEb4Y9RhZJeRILN40U3z5B1kZKb1UgFyVlhlg3vc/edit?usp=sharing    

13/2/2020 

(四) 

1）中文： 

完成《草船借箭》工作紙（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KjcDnmXu1HiJ3OquVc5Q_7LmMfs-HDl/view?usp=sharing   

 

2）English：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14/2/2020 

(五) 

1）English：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2）科學： 

 預習三 B 第 39 課，並嘗試完成作業(第 39 課) 

 在網上搜尋有關鐳、鈾和鋨的資料。 

（性質 / 同位素 / 歷史 / 存量及生產 / 應用/ 毒性） - 任何三項。 

15/2/2020 

(六) 

1）中文： 

 觀賞舞台劇「人間有情」：（課文內容於 untitled2 7 分 18 秒 至 untitled3  7 分 5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Hd0Myqsuk&list=PLz9JmFC952i-jYtVCEfSyVJeToQyZiUTm   

 及閱讀簡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U8N1F268jau6-1gwKGHJblL1cqTHJid/view?usp=sharing    

 

2）English： 

 Finish your CNY holiday assignments and send them to Ms Mak before the deadline.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16/2/2020 

(日) 

1）中文： 

完成《人間有情》(節錄)  (杜國威)工作紙(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KjcDnmXu1HiJ3OquVc5Q_7LmMfs-HDl/view?usp=sharing   

 

2）English： 

 Finish your CNY holiday assignments and send them to Ms Mak before the deadline. 

 Login to i-learner to finish online exercises. 

註：數學科：下載地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HTgXrEEBf1ix2kckLWCLBJf-sjlYUkr 

同學下載後可列印或以單行紙/簿作答，完成後拍照或掃描在 Teams 交科任或以其它通訊軟件傳送給科任。批改後在 

Teams 送回。可參考課本 3A 第二課。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xyrEb4Y9RhZJeRILN40U3z5B1kZKb1UgFyVlhlg3vc/edi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KjcDnmXu1HiJ3OquVc5Q_7LmMfs-HDl/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Hd0Myqsuk&list=PLz9JmFC952i-jYtVCEfSyVJeToQyZiUT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U8N1F268jau6-1gwKGHJblL1cqTHJi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KjcDnmXu1HiJ3OquVc5Q_7LmMfs-HDl/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HTgXrEEBf1ix2kckLWCLBJf-sjlYUkr


中三延伸自學安排 

3/2/2020 

(一)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3E)-初中課題（容易_普通） 

3）通識： 

預習 《生活素質》課題 1 及 2 

 

4/2/2020 

(二) 

1） 中文： 

完成在 TEAMS 發放之一份閱讀理解  

 

2）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3）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3E)-初中課題

（容易_普通） 

 

5/2/2020 

(三)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3E)-初中課題（容易_普通） 

 

3）通識： 

完成一份有關「武漢肺炎」剪報 : 請選

擇能夠與香港生活素質相關的新聞內

容！新聞撮要最少 50 字及感想（題為

「分析是次炎肺對港人生活素質有何影

響」）最少 100 字(上戴 doc 檔到 Teams

繳交） 

 

6/2/2020 

(四)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3E)-初中課題（容易_普通）   

 

3）物理： 

完成單元「物態的改變」餘下的作業 

 

7/2/2020 

(五) 

1）中文： 

完成在 TEAMS 發放之一份作文 

 

2）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3）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3E)-初中課題

（容易_普通） 

 

8/2/2020 

(六)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BAFS： 

完成溫習手冊 ch4-5 

9/2/2020 

(日)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歷史： 

預習主題甲第 1 章 P.8-25 

 

 

 

 

 

 

 

 



中三延伸自學安排 

10/2/2020 

(一)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香港教育城兩個網上練習：（S3E)-初中課題（容易_普通） 

 

 

3）通識： 

預習 《生活素質》課題 3  

 

4）物理： 

預習單元「熱的傳遞」課本內容 

 

11/2/2020 

(二)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香港教育城兩個網上練習：（S3E)-初中課題（容易_普通） 

12/2/2020 

(三) 

1）中文： 

完成在 TEAMS 發放之一份聆聽及綜合 

  

2）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3）數學： 

香港教育城兩個網上練習：（S3E)-初

中課題（容易_普通） 

 

13/2/2020 

(四)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香港教育城兩個網上練習：（S3E)-初中課題（容易_普通）  

 

 

 

3）經濟： 

預習書 Ch.6 並完成課後的 MC 和問答

題（答案用 word 打出及上載 doc 檔到

Teams 繳交） 

14/2/2020 

(五)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3E)-初中課題（容易_普通） 

 

 

15/2/2020 

(六)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經濟： 

 預習 書 Ch.7 並完成課後的 MC 和問答題（答案用 word 打出及上載 doc 檔到 Teams 繳交） 

16/2/2020 

(日) 

1）English：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2）通識： 

 完成一份名為「QOL」的資料回應題練習（檔案已放於 Teams) 答案用 word 打出及上載 doc 檔到

Teams 繳交） 

 

 

 

 

 

 

 



 

中四甲自學安排 

3/2/2020 

(一) 

1）中文： 

 觀看《師說》教學片段 

https://youtu.be/GjW3romHztw   （內容解說） 

https://youtu.be/5dHHghxFQEU  （寫作分析） 

 完成《師說》基礎練習（見 Teams） 

 

2）ICT: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What is RAID 0, 1, 5, & 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OCdTeZLac  

4/2/2020 

(二) 

1）English：完成剪報 

 

2）通識：預習課文內容（預習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電郵或 Teams 詢問）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認識不同的文化如何適應轉變中的環境；文化遺產的保存和保育等。 

  

3）ICT: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How a DNS Server (Domain Name System)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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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20 

(三) 

1）English：Writing 

Your school magazine is going to include a special feature on health. Recently, one of your friends was 

suffering from coronavirus. Write an article for the school magazine about your friend. Give advice to others 

on how to help fight coronavirus.Write at least 400 words.                                                    

 

2）ICT: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IP Address - IPv4 vs IPv6 Tutori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dO9beHhpA  

6/2/2020 

(四) 

1）English： 

完成剪報。 

 

2）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32 bit vs 64 b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2A4fpFzgs                        

3）數學 M2： 

複習及預習書 第 12 章 線性方

程組 P.234 – P.249，並完成

「12.1 至 12.3 課堂工作紙」（上

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7/2/2020 

(五) 

1）English： 

完成剪報。            

 

2）BAFS： 

完成溫習工作紙第 6-7 課.   

 

3）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Hub, Switch, & Router Explained - What's the 

dif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0ULvg_pW8  

8/2/2020 

(六) 

1）中文： 

以「口罩」為題，寫作一篇文章 

（不少於 650 字） 

 

  

2）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CPU Cache Explained - What is Cache Memo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0FhRqDJfo 

9/2/2020 

(日) 

1）English： 

完成剪報。 

 

2）歷史： 

 預習主題甲第 4 章 

 完成課本 P.240 第 1 題 

 

 

3）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TCP vs UDP Compari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oD5YsGACg  

 

https://youtu.be/GjW3romHztw
https://youtu.be/5dHHghxFQE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OCdTeZLa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QZVYPuDG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dO9beHhp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2A4fpFz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0ULvg_pW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0FhRqDJf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oD5YsGACg


中四甲自學安排 

10/2/2020 

(一) 

1） English： 

完成剪報 

 

2） 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

觀看) 

Printers Explained - Laser, Inkjet, Thermal, & Dot 

Matr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Vurb1uVFA 

3）數學： 

複習及預習書 第 8 章 對數

函數  (8.1 對數的意義  及 

8.2對數函數及其圖像)，並完

成「8.1 至 8.2 課堂工作紙」 

「8.1 至 8.2 課堂工作紙」已

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

以下 QR CODE 下載 

11/2/2020 

(二) 

1）English： 

完成剪報 

 

 

 

2）通識： 

預習課文內容（預習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電

郵或 Teams 詢問）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認識不同的文化如何適應轉變中的環

境；文化遺產的保存和保育等。 

3）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Printers Explained - Laser, Inkjet, Thermal, & Dot 

Matr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Vurb1uVFA      

 

4）數學 M2： 

完成「工作紙 11」（已上載至

TEAMS ，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12/2/2020 

(三) 

1） 中文： 

完成《師說》進階練習（見 Teams） 

 

2）English： 

完成剪報 

 

  

3）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

觀看) 

What is SMTP -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o5yOtu7o8     

13/2/2020 

(四) 

1）通識： 

時事探討-撰寫一篇約 500 字文章，討論以下議

題： 

「香港政府在處理武漢肺炎疫情擴散時，可以改

善的一個做法。」 

（同學需提出合理做法，內容可嘗試從政府角度

思考不推行的考慮因素，並說明這措施將如何有

效協助港府控制疫情。） 

 

 

2）ICT： 

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POP3 vs IMAP - What's the dif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aARws0hy4  

 

3）數學 M2： 

完成「工作紙 12」（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 

CODE 下載） 

14/2/2020 

(五) 

1） English： 

完成剪報 

 

2）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

觀看)  

HDMI, DisplayPort, DVI, VGA, Thunderbolt - 

Video Port Compari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O3EiQbNJ8  

 

 

3）數學 M2： 

完成「工作紙 13-14」（上

載至 TEAMS，亦可透過

以下 QR CODE 下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Vurb1uVF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Vurb1uVF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o5yOtu7o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aARws0hy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O3EiQbNJ8


15/2/2020 

(六) 

1）中文： 

完成一則時事評論（不少於 650 字） 

 

2）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

觀看) 

Network Types: LAN, WAN, PAN, CAN, MAN, 

SAN, WL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_zSIXb7tLQ    

3）IS： 

 觀看 ETV <短跑背後的力和運動> (連結

將上載至 TEAMS) 

 預習單元 3.3 

 完成預習題目 (將上載至 TEAMS) 

16/2/2020 

(日) 

1）English： 

完成剪報 

 

2）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SSL, TLS, HTTP, HTTPS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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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boards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pd3Y6aBa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_zSIXb7tL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xRDVZHhi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pd3Y6aBag


中五自學安排 

3/2/2020 

(一) 

1）English： 

Check the answer of set 2 reading (A+B1/B2), 

answer key can be found on Teams. you can 

ask questions on Teams.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 

（S5)-全部課題（容易_普通） 

 

3）通識： 

IES 題目定稿、設計腦圖、設計 4-5 題焦點問題、

相關概念及解釋（樣本將會於 Teams 發放) 

 

 4）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What is RAID 0, 1, 5, & 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OCdTeZLac 

4/2/2020 

(二) 

1）中文： 

完成綜合寫作訓練（投稿） 

 

2）English： 

Check the answer of set 2 reading (A+B1/B2), 

answer key can be found on Teams. you can 

ask questions on Teams.  

 

3）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5)-全部課題（容易_普通）             

 

4）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How a DNS Server (Domain Name System)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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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20 

(三) 

1）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 

（S5)-全部課題（容易_普通）                    

 

2）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IP Address - IPv4 vs IPv6 Tutori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dO9beHhpA                                                           

2）BAFS： 

「個人理財」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ax8gYncEBG5RWT8oSj_bPBHsk38HxOP/view?usp=sharing      

6/2/2020 

(四) 

1）English： 

Complete SBA WS on Teams (Due: 16/2)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5)-全部課題（容易

_普通）   

 

 

  

3）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32 bit vs 64 b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2A4fpFzgs                     

 
4）IS： 

觀看 血糖危機解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I9IYd_S8 

7/2/2020 

(五) 

1）中文： 

完成閱讀理解練習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5)-全部課題（容易

_普通）   

3）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Hub, Switch, & Router Explained - What's the dif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0ULvg_pW8  

8/2/2020 

(六) 

1）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

字幕觀看) 

CPU Cache Explained - What is Cache 

Memo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0FhRq

DJfo       

2）數學 M2:  

 預習書 第10章 定積分法

的應用 P.104 – P.117，

並完成「10.1 課堂工作紙」 

 「10.1 課堂工作紙」已上

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

下 QRCODE 下載。                   

9/2/2020 

(日) 

1）English： 

Complete bi-weekly news responses on Teams 

(Due: 9/2)          

 

2）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

字幕觀看) 

TCP vs UDP Compari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oD5Ys

GACg            

3）IS： 

觀看 黑暗藥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KQoT0Gez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OCdTeZLa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QZVYPuDG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dO9beHhp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ax8gYncEBG5RWT8oSj_bPBHsk38HxOP/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2A4fpFz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I9IYd_S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0ULvg_pW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0FhRqDJf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0FhRqDJf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oD5YsGAC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oD5YsGAC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KQoT0Gez4


中五自學安排 

10/2/2020 

(一) 

1）中文： 

完成讀書報告一份。（10/2-16/2）。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5)-全部課題（容易_普

通） 

 

3）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

看) 

Printers Explained - Laser, Inkjet, Thermal, & Dot 

Matr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Vurb1uVFA1  

 

4）BAFS： 

完成 past paper 2017     

11/2/2020 

(二) 

1）中文： 

完成讀書報告一份。[續]（10/2-16/2）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 

（S5)-全部課題（容易_普通）     

3）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

看) 

Printers Explained - Laser, Inkjet, Thermal, & Dot 

Matr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Vurb1uVFA     

12/2/2020 

(三) 

1）中文： 

完成讀書報告一份。[續]（10/2-16/2）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5)-全部課題（容易_

普通）                      

 

  

3）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

看) 

What is SMTP -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o5yOtu7o8                       

 

4）IS: 

觀看 基因革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4eQn8AVow 

13/2/2020 

(四) 

1）中文：完成讀書報告一份。[續]（10/2-16/2）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5)-全部課題（容易_普

通）      

3）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

看) 

POP3 vs IMAP - What's the dif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aARws0hy4  

14/2/2020 

(五) 

1）中文： 

完成讀書報告一份。[續]（10/2-16/2）                              

 

2）數學： 

香港教育城網上練習（S5)-全部課題（容易_普

通）           

 

  

3）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HDMI, DisplayPort, DVI, VGA, Thunderbolt - Video 

Port Compari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O3EiQbNJ8 

15/2/2020 

(六) 

1）中文： 

完成讀書報告一份。[續]（10/2-16/2）                   

 

2）IS： 

觀看 瞓覺大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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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CT： 

觀看以下影片 

(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看) 

Network Types: LAN, WAN, PAN, CAN, MAN, 

SAN, WL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_zSIXb7tLQ         

 

16/2/2020 

(日) 

1）中文： 

完成讀書報告一份。[續]（10/2-16/2） 

 

2）English： 

Complete SBA WS on Teams (Due: 16/2)                    

 

 

3）ICT： 

觀看以下影片(可使用自動翻譯功能並開啟字幕觀

看) 

 SSL, TLS, HTTP, HTTPS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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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boards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pd3Y6aBa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Vurb1uVFA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Vurb1uVF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o5yOtu7o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4eQn8AV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aARws0hy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O3EiQbNJ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_zSIXb7tL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xRDVZHhi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pd3Y6aBag


中六甲自學安排 

3/2/2020 

(一) 

1）中文： 

完成 2018 年 DSE 卷一                      

 

2）English： 

 Check homework assignment in TEAMS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login ID and password given to students already) 

4/2/2020 

(二) 

數學： 

牛津大學出版社模擬試 13(I) (註) 

5/2/2020 

(三) 

1）中文： 

完成 2018 年 DSE 卷二                                    

 

2）ICT： 

校本評核報告書 

註：請同學以不同通訊方法 (teams, one drive, 電郵及社交平台等)和科任交換資訊及討

論。 

6/2/2020 

(四) 

數學： 

牛津大學出版社模擬試 13(II)   (註) 

7/2/2020 

(五) 
中文：完成 2018 年 DSE 卷三 

8/2/2020 

(六) 

1）通識： 

預習 2015-2016 卷一 Past Paper (Point Form 簡答） 

 

2）經濟： 

完成 past paper 2019 

9/2/2020 

(日) 
BAFS：完成 past paper 2017 

註：數學科 下載地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uJfkYLeUiilfEIF3bQ2aLzmZT2GDx65 

同學下載後可列印或以單行紙/簿作答，完成後拍照或掃描在 Teams 交科任或以其它通訊軟件傳送給科任。批改後在 

Teams 送回。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uJfkYLeUiilfEIF3bQ2aLzmZT2GDx65


中六甲自學安排 

10/2/2020 

(一) 

中文：完成 2019 年 DSE 卷一 

11/2/2020 

(二) 

數學 

牛津大學出版社模擬試 14(I) 

12/2/2020 

(三) 
中文：完成 2019 年 DSE 卷二 

13/2/2020 

(四) 

數學 

牛津大學出版社模擬試 14(II) 

14/2/2020 

(五) 
中文：完成 2019 年 DSE 卷三 

15/2/2020 

(六) 
中史：完成選修單元三練習一 

16/2/2020 

(日) 
中史：完成選修單元三練習二 

註：數學科 下載地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uJfkYLeUiilfEIF3bQ2aLzmZT2GDx65 

同學下載後可列印或以單行紙/簿作答，完成後拍照或掃描在 Teams 交科任或以其它通訊軟件傳送給科任。批改後在 

Teams 送回。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uJfkYLeUiilfEIF3bQ2aLzmZT2GDx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