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自學安排 

16/3/2020 

（一） 

中文：預習單元六《風雪中的北平》；完成《風雪中的北平》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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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02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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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自習第 9課；9A完成課堂工作紙《9A》 

18/3/202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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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預習 1B CH6.1– 6.2及完成作業 1B CH6.1 – 6.2 

中史：預習課題五《東漢的戚宦政治》第二節 

19/3/202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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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社：完成剪報，讀後感不少於 200字 

20/3/2020 

（五）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 （https://reurl.cc/200NOm）Choose one news article 

to write a response in at least 100 words. Email your response at ttkwd@pas.edu.hk 

STEM：進入 makecode網站 https://makecode.microbit.org/，完成教程《姓名燈牌》 

21/3/202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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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進入 makecode網站 https://makecode.microbit.org/，完成教程《閃爍的心》 

22/3/20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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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完成 CH6.1 – 6.4 Quizizz練習 

23/3/2020 

（一） 

中文：預習單元六基礎知識 

1詞匯：認識着色詞 2標點符號：認識分號 

3 語法：認識連詞、介詞 4修辭：認識明喻、擬人、擬物、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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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020 

（二） 

中文：完成語文運用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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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社：完成剪報，讀後感不少於 200字 

25/3/202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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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自習第 9課 － 9B；完成課堂工作紙《9B》 

26/3/202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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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進入 makecode網站 https://makecode.microbit.org/，完成教程《微笑按鈕》 

27/3/2020 

（五）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 （https://reurl.cc/200NOm） Choose one news article 

to write a response in at least 100 words. Email your response at ttkwd@pas.edu.hk 



28/3/202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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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觀看影片《Internet of Things (Io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lhmzVL5bm8 

29/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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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數學：工作紙可於以下網址中下載，請自行列印共在復課後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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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1. 完成教程後儲存檔案，以電郵交回或上傳到 Office 365 - Te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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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甲自學安排 

16/3/2020 

（一） 

English： 

l 做書 New Treasure Plus 2A Unit 4 p. 106-109 (16/3-22/3) ，如有問題可在 TEAMS 討論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生社： 

l 預習 第 22號書 單元三 重點知識：行政長官的產生(p.41-43） 

l 完成探究活動 3（p.36-40) 

科學：預習課本二下 單元九 太空之旅及完成作業二下 CH25-26 

17/3/2020 

（二）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數學：觀看短片：數據的表達：累積頻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U3Mmu7fzw  

中史：預習「南宋聯蒙滅金及其滅亡」及完成作業 

18/3/2020 

（三） 

中文：閱讀單元四導讀《匆匆》及完成課後練習(附有 PowerPoint)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電腦： 

l 閱讀互聯網服務及應用補充筆記 1  

l 完成互聯網服務及應用WS1                                                                        

19/3/2020 

（四）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數學： 

l 觀看短片：連續數據的處理 - 累積頻數分佈表和累積頻數多邊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BHQWFqJ10&t=133s  

l 完成 2A冊課堂工作紙 6C 

20/3/2020 

（五）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生社：完成探究活動 3（p.36-40) 



21/3/2020 

（六） 

English：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科學：完成 Quizizz 練習 

22/3/2020 

（日） 

English：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STEM：自學筆記 (一) App Inventor – 製作互動發聲的圖片程式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8LuIjD5lBUH5139Hp-fK5kLG3A6Edmj4?usp=sharing  

23/3/2020 

（一）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數學： 

l 觀看短片：累積頻數多邊形與曲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FzAUjQSNg 

l 數學作業 2A  習題 6C 

24/3/2020 

（二） 

中文：閱讀單元六講讀《愛蓮說》及完成課後練習(附有語譯及 PowerPoint)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電腦： 

l 閱讀互聯網服務及應用補充筆記 2  

l 完成互聯網服務應用WS2 

25/3/2020 

（三） 

English： 

l 做書 New Treasure Plus 2B Unit 5 p.4-7, 10-12 (23/3-29/3)， 如有問題可在 TEAMS討論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數學：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IT活動 

26/3/2020 

（四）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生社：預習 第 22號書 單元三 重點知識：立法會的產生(p.43-46） 

27/3/2020 

（五）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生社：完成探究活動 2 (p.32-36） 



28/3/2020 

（六）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29/3/2020 

（日） 

English：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https://reurl.cc/200NOm） 

l 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www.i-learner.com.hk ) 

 

註： 

中文： 

單元五待復課後，堂上分組討論進行。 

教材連結： 

https://teams.microsoft.com/_#/school/files/19%3Ab9b007d22d5f440a904bf211bc5ba746%40thread.skype?threadId=

19%3Ab9b007d22d5f440a904bf211bc5ba746%40thread.skype&ctx=channel&context=General&rootfolder=%252Fsi

tes%252Fmsteams_010ba6%252FShared%2520Documents%252FGeneral  

 

English: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s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daily. login ID and password in student handbook. 

每天上 iLear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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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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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可於 teams繳交或於下鏈結完成及繳交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5PvcgOsKhdtaC7BCjE98irRGaWj45MD  

  



 

中三自學安排 

16/3/2020 
（一） 

English： 

l i-learner exercises 

l Unit 5 grammar 
數學：完成 01 不等式與數線活動，取得至少 10分並截圖在 TEAMS上遞交。 
https://m.geogebra.hk/?id=TueVI2Fj&h=560  

17/3/2020 
（二） 

English：i-learner exercises 
數學： 
l 觀看短片 ETV 中學數學科-不等式(200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49MHfRl3o  
l 3A冊課堂工作紙 4A 
l 數學作業 3A  習題 4A 
l 工作紙下載地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HTgXrEEBf1ix2kckLWCLBJf-sjlYUkr  

18/3/2020 
（三） 

中文：閱讀課文、簡報《人生逆境》  (羅蘭)，完成工作紙(12)  
（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iPZafCETyL5pg_J0m2q4lP_6Ymw0KAI?usp=sharing） 

English：i-learner exercises 

19/3/2020 
（四） 

English：i-learner exercises 
數學： 
l 觀看短片 ETV 中學數學科-不等式(200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49MHfRl3o  
l 3A冊課堂工作紙 4B 
l 數學作業 3A  習題 4B 
l 工作紙下載地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HTgXrEEBf1ix2kckLWCLBJf-

sjlYUkr  

20/3/2020 
（五） 

English：i-learner exercises 
科學： 
l 觀看教育電視：「金屬」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288663607  
l 從互聯網上搜集人類應用金屬的歷史。 

21/3/2020 
（六） 

科學：從互聯網上搜集一些生活中常見的金屬製品，並找出該等製品所含的金屬及其特

性，從中總結出以該金屬製造該產品的原因。 

22/3/2020 
（日） 

科學：從互聯網上搜集香港金屬廢物回收及再造的情況。 
生社：書「20」工作紙（Teams 作業發放） 



23/3/2020 
（一） 

中文：閱讀課文、簡報《人生逆境》  (羅蘭) ，完成工作紙(13)  
（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iPZafCETyL5pg_J0m2q4lP_6Ymw0KAI?usp=sharing） 

English：i-learner exercises 
數學：完成 03 解不等式：測驗，取得至少 20分並截圖在 TEAMS上遞交。 
https://m.geogebra.hk/?id=JWsky25C&h=560  

24/3/2020 
（二） 

English： 

l i-learner exercises 

l Newspaper cutting  

l Unit 5 listening 

STEM：觀看影片 Arduino Programming(可打開字幕，並選擇自動翻譯為繁體中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_Jlz1qpDw  

25/3/2020 
（三） 

中文：完成書內語文運用練習 P7.36-7.39.   

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iPZafCETyL5pg_J0m2q4lP_6Ymw0KAI?usp=sharing 

English：i-learner exercises 

數學： 

l 觀看教育電視-續集中趨勢的量度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7099650  

l 3A冊課堂工作紙 5A 

l 數學作業 3A  習題 5A 

l 工作紙下載地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HTgXrEEBf1ix2kckLWCLBJf-sjlYUkr  

26/3/2020 
（四） 

科學： 

l 預習(a) 41.1A 原油是甚麼？ (b) 41.1B 原子，分子 

(c) 41.1C 碳氫化合物   (d) 41.2A 分餾法     (e) 41.2B 餾份的用途 

l 完成作業(第 41課)，41.1A至 41.2B 內容有關的練習 

English： 

l i-learner exercises 

l Unit 5 listening 

27/3/2020 
（五） 

English：i-learner exercises 
數學：完成猜猜平均數活動，取得至少 10分並截圖在 TEAMS上遞交。 
https://m.geogebra.hk/?id=RPf8l5Dm&h=560&header=estimate-mean  

28/3/2020 
（六） 

中史：預習「五四運動」及完成該課作業 
生社：書（20）單元 3練習 （Teams 作業發放） 

29/3/2020 
（日） 

中文：完成單元七聆聽材料工作紙(14) 
（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iPZafCETyL5pg_J0m2q4lP_6Ymw0KAI?usp=sharing） 

 

 



 

中三延伸自學安排 

16/3/2020 

（一） 

中文：閱讀西西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並撰寫閱讀報告一份。 

（文章會於 TEAMS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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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預習第十一章(11.1 & 11.2) (進入 Teams > 作業 > 16_22March Section 11.1 & 11.2) 

17/3/202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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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FS：停課工作紙：第 5 章  主要商業功能 

18/3/202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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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完成 《生活素質》課題 3 書 p.74-75 議題剖析 1練習 (2題：a,b） 

(答案用 word 打出及上載 doc 檔到 Teams繳交） 

19/3/2020 

（四） 

中文：觀看一齣電影，並寫下影評。（所選電影須先獲中文科任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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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2020 

（五） 

English：Read the online newspaper. （https://reurl.cc/200NOm） Choose one news article to write 

a response in at least 150 words. Email your response at ttkwd@pas.edu.hk  

 

歷史：預習主題甲第 2 章 P.62-75，完成課本 P.119第 3題（a)及（b） 

21/3/202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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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重溫:4 熱的傳遞；學習活動:完成「複習 3」內問答題第 20 至 29 題(有問題在 TEAMS

討論) 

22/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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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02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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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FS：停課工作紙：第 6 章 中小型企業 

24/3/2020 

（二） 

中文：作文一篇（材料會於 TEAMS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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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參考 4下書 Ch.8並完成 Teams 內 3 份鞏固工作紙練習：Doc File 名為 Ch 8.1_需求，

Ch 8.2_供應，Ch 8.3_市場均衡（答案用 word 打出及上載 doc 檔到 Teams繳交） 



25/3/202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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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預習第十一章(11.3 & 11.4 & 11.5)  

(進入 Teams > 作業 > 23_29March Section 11.3 & 11.4 & 11.5) 

26/3/202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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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完成 《生活素質》課題 3 書 p.81-82 議題剖析 2練習 (2題：a,b） 

(答案用 word 打出及上載 doc 檔到 Teams繳交) 

27/3/2020 

（五） 

English：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https://reurl.cc/200NOm）Choose one news article to write 

a response in at least 150 words. Email your response at ttkwd@pas.edu.hk 

 

物理： 

l 重溫:4 熱的傳遞 

l 學習活動:完成「複習 3」內問答題第 30 至 37 題(有問題在 TEAMS討論) 

28/3/202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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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完成 Teams 內一份名為「Ch.8 需求與供應：價格釐定-ETV ws2 」練習 

（答案用 word 打出及上載 doc 檔到 Teams繳交） 

29/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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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甲自學安排 

16/3/2020 

（一） 

English：完成 2 份剪報 

通識： 

透過 WHATSAPP 群組內，學習及討論由教師提供的匯報內容： 

- 健康觀念的改變（配合課本 P26-29 頁） 

- 影響健康的因素（配合課本 P30-42 頁） 

*功課：本雙周暫未有功課。同學可以留意時事並準備在課堂上討論。 

科學：預習單元 6.1；完成單元 6.1預習題目 (將經 Office365 Forms發放) 

17/3/2020 

（二） 

中文：完成「始得西山宴遊記工作紙」（一）（https://reurl.cc/Wdd9ok） 

English：完成 2 份剪報 

數學： 

l 預習書 第 9 章 有理函數 (9.3 有理函數的加法和減法運算 )及第 10 章 圓的基本性質(10.1 圓的基

本知識 及 10.2 圓上的弦的性質 )，並完成「9.3至 10.2課堂工作紙」，工作紙完成後，於

27/3/2020(五)前透過 TEAMS繳交 

l 「9.3至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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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至 10.2課堂工作紙 S4A數學停課筆記 
 



18/3/2020 

（三） 

English：完成 2 份剪報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What is a Server? Servers vs Desktops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CDWCeHCzY&t=7s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EdPOUtWNUhUUlBaQVc4WDFYT1NDSVhPMS4u  

 

M2： 

l 完成「工作紙 22-26」，工作紙完成後，於 27/3/2020(五)前透過 TEAMS繳交 

l 「工作紙 22-26」及「8.3B至 8.5課堂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下載 

l 「S4A M2 停課筆記」已上載至 ONENOTE，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瀏覽 

  
工作紙 22-26 S4A M2停課筆記 

 

19/3/2020 

（四） 

中文：完成「始得西山宴遊記工作紙」（二）（https://reurl.cc/Wdd9ok） 

English：完成 2 份剪報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What is a Hotspo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xC3vDukbc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NThNMDQxQzJRQkFXTkpTRkJSRjU0RzRVRi4u  

 

20/3/2020 

（五） 

English：完成 2 份剪報 

通識：星期五下午，每周一節網上鞏固課堂。 

21/3/2020 

（六） 
歷史：預習主題甲第 4 章，完成課本 P.263第 3題 

22/3/2020 

（日）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Wireless Access Point vs Wi-Fi Rou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iY4yf6GGg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NUEwOE5DNFZIVzFWMlZPQ1Q2TFFXM1E4UC4u  

 



23/3/2020 

（一） 
數學：完成作業第 9 章 對數函數，於 27/3/2020(五)前透過 TEAMS繳交 

24/3/2020 

（二）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PING Command – Troubleshoot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icPE38O-s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FVDT1NXWTY0VkswTkJHSTBaQTlKQlJRQi4u 
 

 

M2：預習書 第 8 章 不定積分法 P.24– P.39，並完成「8.3B至 8.5課堂工作紙」 

  

8.3B至 8.5課堂工作紙 S4A M2停課筆記 
 

25/3/2020 

（三） 

中文：寫作練習（https://reurl.cc/Wdd9ok） 

BAFS：停課工作紙：第 7 章 基本會計原則和慣例 1 

26/3/2020 

（四） 

English：Reading Comprehension (放於 Teams的March 2 Homework 內) 

BAFS：停課工作紙：第 7 章 基本會計原則和慣例 2 

27/3/2020 

（五） 

數學：透過 TEAMS繳交功課（限期） 

M2: 透過 TEAMS繳交功課（限期） 

通識： 

透過 WHATSAPP 群組內，學習及討論由教師提供的匯報內容： 

- 食水安全（配合課本 P45-48 頁） 

- 食品安全風險（配合課本 P49-59 頁） 

- 星期五下午，每周一節網上鞏固課堂。 



28/3/2020 

（六）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What is a Firewa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EX1HXybrU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0pHVzcyMVgzUzNJRDdKNEpJUDIyS05SVy4u 

29/3/2020 

（日） 
科學：預習單元 6.2；完成單元 6.2預習題目 (將經 Office365 Forms發放) 

 

  



 

中五自學安排 

16/3/2020 

（一） 

數學：預習第十二章(12.2) (進入 Teams > 作業 > 16_22March Section 12.2) 

通識：剪報閱讀一篇（Teams 作業發放） 

17/3/2020 

（二） 

中文：十二篇章練習(五) 

 

M2： 

l 完成「工作紙 15」（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下載，工作紙完成後，於

27/3/2020(五)前透過 TEAMS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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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紙 15-16 S5 M2停課筆記 
 

18/3/2020 

（三） 

English：Online class: Discussion on Writing Set 2 (Q1: Letter of complaint) 

BAFS：企會財 DSE 2013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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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020 

（四） 

中文：十二篇章練習(六) 

M2：完成「工作紙 16」（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下載，工作紙完成後，於

27/3/2020(五)前透過 TEAMS繳交） 

20/3/2020 

（五） 

English：Online class: Use of English in social context 

 

M2: 預習書 第 13 章 二維空間的向量 P.291 – P.306，並完成「13.3 -13.4課堂工作紙」 

 
 

13.3 -13.4課堂工作紙 S5 M2停課筆記 
 



21/3/2020 

（六） 

科學： 

l 溫習:第三十一章:干擾與重建(有問題在 TEAMS討論)  

l 學習活動:觀看 ETV「全球變暖:迫在眉睫的危機(一)」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What is a Server? Servers vs Desktops Expla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CDWCeHCzY&t=7s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EdPOUtWNUhUUlBaQVc4WDFYT1NDSVhPMS4u  

 

22/3/2020 

（日）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What is a Hotspo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xC3vDukbc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NThNMDQxQzJRQkFXTkpTRkJSRjU0RzRVRi4u  

23/3/2020 

（一） 

數學：預習第十二章(12.1)(進入 Teams > 作業 > 23_29March Section 12.1) 

BAFS：企會財 DSE 2013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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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020 

（二） 

通識：全球化的認識（Teams 作業發放）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PING Command – Troubleshoot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icPE38O-s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FVDT1NXWTY0VkswTkJHSTBaQTlKQlJRQi4u 

 

25/3/2020 

（三） 

English：Online class: Listening Part A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Wireless Access Point vs Wi-Fi Rou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iY4yf6GGg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NUEwOE5DNFZIVzFWMlZPQ1Q2TFFXM1E4UC4u  

 

26/3/2020 

（四） 
中文：綜合寫作訓練（演講詞） 

27/3/2020 

（五） 

English：Online class: Listening Part B 

M2:呈交功課 TEAMS（限期） 



28/3/2020 

（六） 

科學： 

l 學習活動:觀看 ETV「全球變暖:迫在眉睫的危機(二)」  

在 TEAMS下載並完成工作紙「大自然中的平衡(十)」 

29/3/2020 

（日） 

ICT： 

l 觀看以下的視頻 

What is a Firewa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EX1HXybrU 

l 登入 Office 365完成以下Microsoft Form 功課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M0pHVzcyMVgzUzNJRDdKNEpJUDIyS05SVy4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