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六乙自學安排 

 17/2      常識: 

1.觀看影片:《吸煙的害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7XuQEPIpw 

2.自習: 教科書 6A 單元一《遠離煙與酒》P.5 

登入電子課本，觀看有關課題之短片及進行自學活動。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

age=2 

登入帳號及密碼已列於學生手冊（藍色）內。 

 

中文： 

1.朗讀及温習課文《你是月亮嗎？》 

2. 用 RainbowOne 練習寫字 

18/2  數學 

觀看 ETV《重量和容量》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32122714 

 

英文 

1. 觀看 ETV "Let Eat Together”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66163038 

2.  write the names of the food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me 

19/2 數學 

數學遊戲《加與減》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bcalt/math/KS1-N2-1/KS1-N2-1-f1/KS1-N2-1-f1-

3/KS1-N2-1-f1-3.html 

 

中文： 

抄寫《你是月亮嗎？》生字，書 P.40「我的詞庫」，共 6 個，每個 3 次，

用紙做。   ( 鋮、琪 只需認讀或 用 RainbowOne 練習寫字 ) 

20/2 常識 

1.温習: 教科書 6A 單元一《遠離煙與酒》P.5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

age=2 

  

2.Rainbowone:《拒絕吸煙 1》 

 

英文 

抄寫 英文數字 1-10 (one to ten) 共 10 個，每個 3 次，請用紙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7XuQEPIpw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332122714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66163038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bcalt/math/KS1-N2-1/KS1-N2-1-f1/KS1-N2-1-f1-3/KS1-N2-1-f1-3.html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bcalt/math/KS1-N2-1/KS1-N2-1-f1/KS1-N2-1-f1-3/KS1-N2-1-f1-3.html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21/2  數學 

觀看 Math Concept 網上學堂 EP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0nFyHRUt4A&list=PL2cHH0v_Ko-

c3vzwSsWje6_r2qMzl7hdE 

 

中文： 

1.登入 RainbowOne「我的書架」，完成《你是月亮嗎？》的「內容分析」 

2.自學：RainbowOne 書店內「全方位學語文」的電子書 

22/2 常識 

1.觀看影片:《尼古丁成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bxHj3_qns 

2.預習: 教科書 6A 單元一《遠離煙與酒》P.6 

登入電子課本，觀看有關課題之短片及進行自學活動。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

age=2 

 

英文 

1. 溫習食物生詞 

2. 觀看影片: My Favourite Food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78462465 

23/2  中文： 

1.登入 RainbowOne「我的書架」，完成《你是月亮嗎？》的「詞語填充」 

2.自學：RainbowOne 書店內「時事學中文」的電子書 

 

英文 

1. 登入 i-learner 完成一個網上練習 

24/2 常識 

1.自習: 教科書 6A 單元一《遠離煙與酒》P.6 

登入電子課本，觀看有關課題之短片及進行自學活動。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

age=2 

2.Rainbowone:《拒絕吸煙 2》 

 

中文： 

1.  朗讀及自習課文《雲雀明白了》 

2.  用 RainbowOne 練習寫字 

 

 

 

25/2  數學 

觀看 ETV《時間(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0nFyHRUt4A&list=PL2cHH0v_Ko-c3vzwSsWje6_r2qMzl7h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0nFyHRUt4A&list=PL2cHH0v_Ko-c3vzwSsWje6_r2qMzl7h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bxHj3_qns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78462465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0038088 

 

英文 

抄寫 英文數字 11-20 (eleven to twenty) 共 10 個，每個 3 次，請用紙做。  

26/2  數學 

數學遊戲 《時間差》 

https://www.novelgames.com/zh-HK/timedifference/ 

 

 

中文： 

抄寫《雲雀明白了》生字，書 P.54「我的詞庫」，共 10 個，每個 3 次，

用紙做。   ( 鋮、琪 只需認讀 或用 RainbowOne 練習寫字 ) 

 

27/2 常識 

影片:《向吸煙說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5iecqhXZ8 

  

2.預習: 教科書 6A 單元一《遠離煙與酒》P.7 

登入電子課本，觀看有關課題之短片及進行自學活動。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

age=2 

 

英文 

1. 觀看日影片 Food From Other Countries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88512583 

2. write the names of the food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me 

28/2  數學 

觀看 Math Concept 網上學堂 EP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zFtB-odU&list=PL2cHH0v_Ko-

c3vzwSsWje6_r2qMzl7hdE&index=2 

 

中文： 

1.登入 RainbowOne「我的書架」，完成「重組句子」練習 1,2 

2.用 RainbowOne 練習寫字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0038088
https://www.novelgames.com/zh-HK/timedif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5iecqhXZ8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8851258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zFtB-odU&list=PL2cHH0v_Ko-c3vzwSsWje6_r2qMzl7hdE&index=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zFtB-odU&list=PL2cHH0v_Ko-c3vzwSsWje6_r2qMzl7hdE&index=2


29/2 常識 

1.自習: 教科書 6A 單元一《遠離煙與酒》P.7 

登入電子課本，觀看有關課題之短片及進行自學活動。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

age=2 

2.Rainbowone:《拒絕吸煙 3》 

 

英文 

1. 登入 i-learner 完成一個網上練習 

1/3  中文： 

觀看教育電視 

1. 曱甴酥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57606607 

2. 自食其果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733756637 

 

英文 

1. 觀看 English in Action: Cooking in Action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94556890 

2. 抄寫字詞 sweet, bitter, sour, spicy, healthy 共 5 個，每個 3 次，請用紙做。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ebk360new.mceducation.com.hk/iteach_mce/book/mc_gs_6au1/t/index.jsp?page=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57606607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733756637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733756637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94556890


中二乙自學安排 

17/2 中文：閱讀及朗讀《小小納米作用大》課文

及參考 ppt 筆記 

第一日閱讀及朗讀第一、二段及 ppt 第二張 

 

生社：觀賞「經緯線：再陷疫境」節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nO1-9kG0Y 

18/2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英文 i-learner 

19/2 中文：第二日閱讀及朗讀第三至六段及 ppt 

第三張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20/2 生社：完成「時事問答」工作紙 

英文 登入 Teams 收聽筆記講解 

21/2 中文：第三日閱讀及朗讀第七段及 ppt 第

四、五張)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22/2 生社：剪報工作紙（香港時事） 

英文 登入 Teams 完成功課 

23/2 中文：書 P.41 成語的運用 

參考 ppt 第一至六張 

英文 i-learner 

24/2 中文：參考 ppt 第七至十三張 

 

生社：觀賞「鏗鏘集：抗疫黃金周」節目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

ode/618220 

 

25/2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英文 i-learner 

26/2 中文：參考 ppt 第十四至十七張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27/2 生社：閱讀「認識中國」簡報，並完成相關

工作紙 

 

英文 登入 Teams 收聽筆記講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nO1-9kG0Y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618220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618220


28/2 中文：完成書本 P.41 鞏固練習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29/2 生社：剪報工作紙（中國時事） 

英文 登入 Teams 完成功課 

1/3 中文：溫習《小小納米作用大》課文及 P.41

成語 

英文 i-learner 

 

 



中四乙自學安排 

17/2 通識 ：二次創工作紙 

中文：觀看「認識求職信」學習片段

（https://youtu.be/rjtnmA16wxs ） 

18/2 英文： i-learner 

數學：工作紙(率及比) (1) 

19/2 數學：工作紙(率及比) (2) 

中文：完成實用寫作工作紙一（工作紙下

載：https://reurl.cc/Yly8Ro ） 

20/2 英文 :登入 Teams 收聽筆記講解 

21/2 數學：工作紙(率及比) (3) 

電腦： 登入 Teams 完成功課 

22/2 英文 ：登入 Teams 完成功課 

中文：觀看「求職信寫作」學習片段

（https://youtu.be/jVfbxN9LVeA ），完成實用

寫作工作紙二（工作紙下載：

https://reurl.cc/Yly8Ro ） 

23/2 體：觀賞「沒有牆的世界 6：愛吧！硬滾騎

士！」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1329&eid

=107378&year=2018&lang=zh-CN 

並於 Google From 中回答問題。 

https://forms.gle/ivL8WsQFZpmh8QKU8 

健管: 

朗讀主題冊 3-健康體魄 P.1-6 

完成工作紙 P.1-2（資料將於 Teams 發放） 

24/2 通識：補習工作紙 

中文：觀看「求職信寫作」學習片段

（https://youtu.be/jVfbxN9LVeA ），完成實用

寫作工作紙三（工作紙下載：

https://reurl.cc/Yly8Ro ） 

25/2 英文 ：i-learner 

數學：工作紙(率及比) (4) 

26/2 數學：工作紙(率及比) (5) 

27/2 英文 ：登入 Teams 收聽筆記講解 

28/2 數學：工作紙(率及比) (6) 

電腦： 登入 Teams 完成功課 

https://youtu.be/rjtnmA16wxs
https://reurl.cc/Yly8Ro
https://youtu.be/jVfbxN9LVeA
https://reurl.cc/Yly8Ro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1329&eid=107378&year=2018&lang=zh-CN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1329&eid=107378&year=2018&lang=zh-CN
https://forms.gle/ivL8WsQFZpmh8QKU8
https://youtu.be/jVfbxN9LVeA
https://reurl.cc/Yly8Ro


29/2 英文： 登入 Teams 完成功課 

健管: 

朗讀主題冊 3 -健康體魄 P.7-15 

完成工作紙 P.4-5（資料將於 Teams 發放） 

 

 

1/3 體育：觀賞「體育的風采：進軍奧運 - 薪火重

燃」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316 

並於 Google From 中回答問題。 

https://forms.gle/vyHosyfdgFkQgLWE6 

 

中文：完成新聞評論一則（上載至 TEAMS）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316
https://forms.gle/vyHosyfdgFkQgLWE6


中四丙自學安排 

17/2 中：隨筆一篇 

通：新聞短片工作紙 

18/2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英文： i-learner 

19/2 中：網上閱讀（自選或老師預備）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20/2 英文 :登入 Teams 收聽筆記講解 

21/2 中：新聞剪報一篇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22/2 英文 ：登入 Teams 完成功課 

23/2 中：閱讀報告一篇 

 

ICT: 於 TEAMS 發放 文書處理器 5_頁面框線

筆記，根據指示完成實習文件海報設計 

 

體：觀賞「沒有牆的世界 6：愛吧！硬滾騎

士！」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1329

&eid=107378&year=2018&lang=zh-CN 

並於 Google From 中回答問題。 

https://forms.gle/ivL8WsQFZpmh8QKU8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朗讀主題冊 3-健康體魄 P.1-6 

完成工作紙 P.1-2（資料將於 Teams 發放） 

24/2 中：隨筆一篇 

通: 新聞閱讀一篇 

25/2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英文： i-learner 

26/2 中：網上閱讀（自選或老師預備）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27/2 通:資料題工作紙 

英文 :登入 Teams 收聽筆記講解 

28/2 中：新聞剪報一篇 

數學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29/2 英文 ：登入 Teams 完成功課 

中：閱讀報告一篇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1329&eid=107378&year=2018&lang=zh-CN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1329&eid=107378&year=2018&lang=zh-CN
https://forms.gle/ivL8WsQFZpmh8QKU8


1/3 ICT: 於 TEAMS 發放 文書處理器 6_表格筆

記，根據指示完成實習文件表格設計 

 

體：觀賞「體育的風采：進軍奧運 - 薪火重

燃」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316 

並於 Google From 中回答問題。 

https://forms.gle/vyHosyfdgFkQgLWE6 

健管: 

朗讀主題冊 3 -健康體魄 P.7-15 

完成工作紙 P.4-5（資料將於 Teams 發放） 

 

中文科的隨筆、新聞剪報、閱讀報告材料透過 TEAMS 發放。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316
https://forms.gle/vyHosyfdgFkQgLWE6


中六乙自學安排 

17/2 中文：作文一篇，題目二選一：〈香港過

去、現在、未來〉或〈你那難忘的時刻〉 

（TEAMS 及 Google Drive） 

通識：完成時事剪報一份 

18/2 數學: ch3 WS5 於 TEAMS 發放 

英文: Goodies WS 12 (Teams) 

19/2 中文：續作文一篇，題目二選一：〈香港過

去、現在、未來〉或〈你那難忘的時刻〉 

（TEAMS 及 Google Drive） 

數學: ch3 WS6 於 TEAMS 發放 

 

20/2 英文: Goodies WS 13 (Teams) 

通識：閲讀今日香港下冊 ppt p.1-5 

（於 TEAMS 發放） 

21/2 中文：聆聽練習 （TEAMS 及 Google Drive） 

數學: ch3 WS7 於 TEAMS 發放 

 

22/2 英文: Goodies WS 14 (Teams) 

通識：閲讀今日香港下冊 ppt p.6-10(於

TEAMS 發放） 

23/2 中文：完成〈師說〉課前工作紙（一）

（TEAMS 及 Google Drive） 

ICT: 於 TEAMS 發放 Google Form 及 

QR Code 筆記 1，根據指示完成實習文件

google form 1 

英文: Goodies WS 15 (Teams) 

24/2 中文：完成〈師說〉課前工作紙（二）

（TEAMS 及 Google Drive） 

企計：複式記帳法工作紙 1 於 TEAMS 發放 

通識：完成時事剪報一份 

25/2 數學: ch3 WS8  於 TEAMS 發放 

英文: Goodies WS 16 (Teams) 

26/2 中文：閱讀練習一篇（TEAMS 及 Google 

Drive） 
數學: ch3 WS9  於 TEAMS 發放 

27/2 英文: Goodies WS 17 (Teams) 

通識：閲讀今日香港下冊 ppt p.11-15(於

TEAMS 發放） 



28/2 中文：實用文寫作（TEAMS 及 Google 

Drive） 
數學: ch3 WS10  於 TEAMS 發放 

29/2 英文: Goodies WS 18 (Teams) 

通識：閲讀今日香港下冊 ppt p.15-20(於

TEAMS 發放） 

 

1/3 中文：續實用文寫作（TEAMS 及 Google 

Drive） 

IICT: 於 TEAMS 發放 Google Form 及 

QR Code 筆記 2，根據指示完成實習文件

google form 2 

 

企計：複式記帳法工作紙 2 於 TEAMS 發放 

英文: Goodies WS 19 (Teams) 

 

  



中六延伸一自學安排 

17/2 中文:閱讀啟慧網篇章(2 篇) 

通識：閲讀《全球化》上冊一書 P.7-13, 

完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工作紙

一，把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18/2 數學: ch3 WS5 於 TEAMS 發放 

英文: Goodies WS 12 (Teams) 

 

19/2 數學: ch3 WS6 於 TEAMS 發放 

中文:閱讀理解篇(工作紙 3)、寫作及寫生 

  字。 
 

20/2 英文: Goodies WS 13 (Teams) 

通識：完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工作

紙二，把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21/2 數學: ch3 WS7 於 TEAMS 發放 

中文:閱讀啟慧網篇章(2 篇) 
 

22/2 英文: Goodies WS 14 (Teams)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停課工作紙 1(20/2 透

過 Office 365 電郵發放) 
通識：閲讀《全球化》上冊一書 P.22-24, 完

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工作紙三，把

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23/2 中文:閱讀啟慧網篇章(2 篇) 

英文: Goodies WS 15 (Teams) 

 

24/2 企計：基本會計概念和原則工作紙 1 於

TEAMS 發放 

通識：完成《全球化》上冊一書 P.33-34 資料

解讀練習，回答問題 1 及 2，把完成的 doc 檔

上載於 TEAMS 繳交 

 

25/2 數學: ch3 WS8  於 TEAMS 發放 

英文: Goodies WS 16 (Teams) 

26/2 數學: ch3 WS9  於 TEAMS 發放 

中文:閱讀啟慧網篇章(2 篇) 



27/2 中文：閱讀理解篇(工作紙 4)、寫作及寫生 

  字。 

英文: Goodies WS 17 (Teams) 
通識：閲讀《全球化》上冊一書 P.35-42, 完

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工作紙四，把

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28/2 數學: ch3 WS10  於 TEAMS 發放 

 

中文:閱讀理解篇(工作紙 4)、寫作及寫生 

  字。 

29/2 英文: Goodies WS 18 (Teams)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停課工作紙 2(27/2 透

過 Office 365 電郵發放) 
通識：完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工作

紙五，把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1/3 企計： 基本會計概念和原則工作紙 2 於

TEAMS 發放 

中文:閱讀啟慧網篇章(2 篇) 

英文: Goodies WS 19 (Teams) 

 

 

 

  



中六延伸二自學安排 

17/2 中文：啟慧/現代每日一篇 

通識：閲讀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 ppt_1, 完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

化工作紙一，把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18/2 English: Download and complete WS "Human rights 1” from TEAMS 

Maths：在 TEAMS 下載並完成工作紙「長度和距離(一)」(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19/2 中文：ETV 中文 大義滅親(疑問句(一)) 

http://www.etvonline.hk/tc/digitalplay.html?video=cchip081cc 

 

Maths：在 TEAMS 下載並完成工作紙「長度和距離(二)」(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20/2 English: Download and complete WS "Human rights 2” from TEAMS 

通識：完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工作紙二，把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21/2 中文：ETV 中文 是真的還是假的? (疑問句(二)) 

http://www.etvonline.hk/tc/digitalplay.html?video=cchip031cc 

 

Maths：在 TEAMS 下載並完成工作紙「長度和距離(三)」(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22/2 English: Download and complete WS "Robbery” from TEAMS 

通識：閲讀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 ppt_2, 完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

化工作紙三，把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23/2 中文：啟慧/現代每日一篇 

 

電腦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朗讀主題冊 14-關懷社會行動 P.1-5（資料將於 Teams 發放） 

 

24/2 中文：ETV 中文 誰替我做了數學功課？(疑問句(三)) 

http://www.etvonline.hk/tc/video/digitalplay.html?video=cchip121cc 

 

通識：完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工作紙四，把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http://www.etvonline.hk/tc/digitalplay.html?video=cchip081cc
http://www.etvonline.hk/tc/digitalplay.html?video=cchip031cc
http://www.etvonline.hk/tc/video/digitalplay.html?video=cchip121cc


25/2 English: Do I-learners (at least 2 exercises) 

Maths：在 TEAMS 下載並完成工作紙「長度和距離(四)」(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26/2 中文：啟慧/現代每日一篇 

 

Maths：在 TEAMS 下載並完成工作紙「長度和距離(五)」(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27/2 English: Do I-learners (at least 2 exercises) 

通識：閲讀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 ppt_3, 完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

化工作紙五，把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28/2 中文：ETV 中文 塑膠海洋(疑問句(四)) 

http://www.etvonline.hk/tc/digitalplay.html?video=cchip131cc 

 

Maths：在 TEAMS 下載並完成工作紙「長度和距離(六)」(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29/2 English: Do I-learners (at least 2 exercises) 

通識：完成上載於 TEAMS 內的全球化工作紙六，把完成的 doc 檔上載於

TEAMS 繳交 

1/3 English: Do I-learners (at least 2 exercises) 

 

中文：啟慧/現代每日一篇 

 

電腦 : 於 TEAMS 發放工作紙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朗讀主題冊 14-關懷社會行動 P.6-13（資料將於 Teams 發放） 

 

 

 

 

 

http://www.etvonline.hk/tc/digitalplay.html?video=cchip131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