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學習安排 

 
English：（Online newspaper and Reading Text 1-3） 
l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wC00-_Q5iJR_Qt1EgUbrKDcNRwS8rbu?usp=sharing  
 
數學科：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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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教學影片可在以下網址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h5fsTBWG72XND1XluJRURYUc74hSZaVL  
 

20/4/2020 
（一）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vms.oupchina.com.hk/streaming.php?b=1bu5_p14  (Future Tense “will”) 
數學： 

l 教學影片 《工作紙 11D》  

l 完成課堂工作紙《11D》 

21/4/2020 
（二） 

中文：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故宮博物院），完成說明文《我的筆記》工作紙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SKJ-t8lJ8  
中史： 
l 預習課題六《魏晉南北朝的分裂》第二節 p.153-154 

22/4/2020 
（三）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L2m8TeIWA  (Future Tense “will”) 
STEM： 
l 觀看影片 Micro:bit | MakeCode 教學#01:基本積木 & 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_p1UNXHcQQ&list=PLGvDmN7CFT8cfHC0P-
+Vhy0NIqnUlIWGV_&index=4&t=0s  

23/4/2020 
（四）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0YNYO-B08  (Future Tense “will”) 
 

生社： 

l 觀看教學短片:價值觀面面觀 https://youtu.be/1DlLmS5Us04  



24/4/2020 
（五）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and send 2 response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Dq7lEw7CKM (Modals) 
中史： 
l 觀看 youtube短片《西晉炫富達人石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_K0lVt9oII ，並完成已上載於 Teams的工作
紙(西晉 1) 

25/4/2020 
（六）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and send 2 response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oumWdjA9hM (Modals) 
STEM： 
l 觀看影片 Micro:bit | MakeCode 教學#02:按鈕的妙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9kKHWJR3xw&list=PLGvDmN7CFT8cfHC0P-
+Vhy0NIqnUlIWGV_&index=4 

26/4/2020 
（日） 

27/4/2020 
（一） 

English：Read the news 

數學： 

l 教學影片 《工作紙 12A》  

l 完成課堂工作紙《12A》 

28/4/2020 
（二） 

中文： 

l 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 ，完成說明文《太陽》工作紙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STEM： 

l 觀看影片 Micro:bit | MakeCode 教學#03:轉轉板子也能當搖控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aUm5jkoOY&list=PLGvDmN7CFT8cfHC0P-

Vhy0NIqnUlIWGV_&index=5  

29/4/2020 

(三)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and complete Unit 5 Reading and Grammar parts. 

中史： 

l 預習課題六《魏晉南北朝的分裂》第二節 p.155-157 

l 觀看 youtube短片《八王之亂國力轉衰 五胡亂華西晉滅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namH8GmYc ，並完成已上載於 Teams的工

作紙(西晉 2) 



30/4/2020 
（四） 
至 3/5/2020 
（日） 

 
佛誕及 
勞動節假期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and send 2 responses 

生社： 

l 整理短片中探究活動 1,2和 3的答案 

STEM： 

l 觀看影片 Micro:bit | MakeCode 教學#04:碰一碰引腳也能搖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Ug4wYi0eA&list=PLGvDmN7CFT8cfHC0P-

+Vhy0NIqnUlIWGV_&index=6 

科學： 

l 觀看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 

l 完成作業 1B CH6.5 

 
 

  



 
中二甲學習安排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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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p3anOatVCvFKXGdvll2YyqmeRcK3MQ4/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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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2020 
（一） 

中文：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 PowerPoint，完成實用文通告工作紙 

English： 

l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附件) 
電腦：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完成圖形工作紙(二) 

21/4/2020 
（二） 

English： 
l New Treasure Plus Book 2B Unit 5 p.14-17 online lessons on 21 April(Tue) at 

11:00a.m（於 21/4 上午 11:00進行實時課堂） 

l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附件) 
 
中史：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並觀看教學短片 

22/4/2020 
（三） 

English： 

l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附件) 
 
數學： 
l 觀看短片：恆等式簡介 | Introduction to Ident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6UASwmLZg8  
l 完成 2A冊課堂工作紙 3A 
l 完成數學作業 2A  習題 3A 
 

23/4/2020 
（四） 

中文： 
l 請 15:00 於 Teams進行實時課堂並進行討論 

English： 

l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附件) 



24/4/2020 
（五） 

English： 

l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附件) 
 
生社： 
l 請 9:30於 Teams進行實時課堂，講授 22號書單元三 
l 觀看 Teams「時事工作紙 6.pptx」教學短片，完成「時事工作紙 6.doc」練習 

25/4/2020 
（六） 

數學： 
l 觀看短片：幾個重要的恆等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zoqPgYRpY  
l 完成 2A冊課堂工作紙 3B 
完成數學作業 2A  習題 3B 
 
科學： 
l 觀看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 
l 完成作業 CH30 

26/4/2020 
（日） 

27/4/2020 
（一） 

English： 

l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附件) 

 

數學： 

l 觀看短片：ETV S2-14方程及恒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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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完成 2A冊課堂工作紙 3C 

l 完成數學作業 2A  習題 3C 

28/4/2020 
（二） 

English： 

l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附件) 
l Writing Worksheets (Writing 5) online lessons on 28 April(Tue) at 3:00p.m於 28/4  
下午 3:00進行實時課堂 worksheet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EAMS later. 

 

電腦：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速成入法教學短片，完成《五色學倉頡》中的速成/倉頡

練習 

29/4/2020 

(三) 

English： 

l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附件) 

 



30/4/2020 
（四） 
至 3/5/2020 
（日） 

 
佛誕及 
勞動節假期 

中文： 

l 請 15:00 於 Teams進行實時課堂，同儕互評實用文的整體表現 

 

English： 

l Login with your i-Learner account and do online exercises 
l Read English newspaper online 閱讀網上英文報紙 (使用方法請參考附件) 

 

數學： 

l 觀看短片：中二數學第一課：恒等式 (較深入，必須先完成基本練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4yH3ETjA  

生社： 

l 請 1/5 9:30於 Teams進行實時課堂，講授 22號書單元三 

l 觀看 Teams「時事工作紙 7.pptx」教學短片，完成「時事工作紙 7.doc」練習 

 
  



中三 學習安排 
中文科： 
https://hkrcpaspas-my.sharepoint.com/:f:/g/personal/ttcw_pas_edu_hk/Err8Ng6VT-
BBrmpbPIcGeXABJQablm2qKgQMTRmU4X1WvA?e=jFO8ct   
 
數學科：工作紙下載地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HTgXrEEBf1ix2kckLWCLBJf-sjlYUkr  
 
科學科： 
有興趣在學習多些有關新冠狀病毒的醫學知識，同學可以在 YouTube觀看 Dr. Rex 醫學幼稚園 

20/4/2020 
（一） 

數學： 
l 觀看短片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集中趨勢的量度 DSE 考試範圍】 F.3 

Maths 中三數學 Weighted Mean 加權平均數 第二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Iqv1ne_ns  

l 完成 3A冊課堂工作紙 5D 

 

生社： 

l 留意 Teams 教學短片-書 20 （chapter 2),完成練習 

21/4/2020 
（二） 

English： 
l Unit 6 grammar (with video explanation on Teams) 
l i-Learner 
 
中史：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並觀看教學短片 

22/4/2020 
（三） 

數學： 
l 觀看短片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集中趨勢的量度 DSE 考試範圍】 F.3 

Maths 中三數學 Weighted Mean 加權平均數 第二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Iqv1ne_ns  

l 完成 3A冊課堂工作紙 5D 
電腦： 
l 觀看教學短片 (處理網頁上的圖形 Part 1) 

https://hkrcpaspa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bAxFzi-
wGhHkWBYn762PlABoMzSod4vGkL2p4Plz6lgbQ?e=W1isxf  

23/4/2020 
（四） 

中文： 
l 觀看《墨子止楚勿攻宋》教學簡報，完成工作紙(20)（23/4/2020） 
 
科學： 
l 觀看鏗鏘集：「廢膠圍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Dn5mKV8BMY  
l 然後回答下列問題 ： 

1. 香港人每天棄置多少噸塑膠到堆填區? (噸) 
2. 塑膠樽佔了多少噸？ (噸) 
3. 塑膠一般可以分為多少類別？ (類) 
4. 一般用來裝載食物的塑膠是多少號？ (號) 
5. 全港街上的三色回收筒有多少個？ (個) 



24/4/2020 
（五） 

數學： 
l 觀看短片 加權平均數 | Weighted Me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KiYMx7lFPM  
l 完成數學作業 3A  習題 5D 
 
STEM： 
l 觀看 STEM 相關視頻檔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yojb3vL-go  
l 完成以下視頻相關之問題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PYCGa6fY4lCqpaUOy97cBdUNjZRMTBVWVFLMUVHSVVRWFo1TFc0NDlMUi4u  

25/4/2020 
（六） 

中文：觀看《墨子止楚勿攻宋》教學簡報，完成工作紙(21)（26/4/2020） 
 
數學： 
l 觀看短片 中三數學_下學期_集中趨勢的量度_平均值的誤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gsE-q1pac  
l 完成 3A冊課堂工作紙 5E 
l 完成數學作業 3A  習題 5E 
 

26/4/2020 
（日） 

27/4/2020 
（一） 

English: 

l Unit 6 listening (with video explanation on Teams) 

l i-Learner 

 

科學： 

l 觀看「新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系列學習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EWPl5u5rg&t=27s，回答問題：「插喉駁呼吸

機會否引起不適?」  

電腦： 

l 觀看教學短片 (處理網頁上的圖形 Part 2) 

https://hkrcpaspa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QVMetrqRDdEvmk17-

BTWOcBj6KxVWOe4zXO_c99_LJUpQ?e=THpPNK  

 

28/4/2020 
（二） 

數學： 
l 觀看短片 概率 樹形圖，數表（數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pY7AuW6HQ  
l 完成 3B冊課堂工作紙 12A 
l 完成數學作業 3B  習題 12A 

 

科學： 

l 觀看「新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系列學習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EWPl5u5rg&t=115s ，回答問題：「肺部好像

磨沙玻璃是肺纖維化嗎?」  

 



29/4/2020 

(三) 

中文： 

l 觀看《墨子止楚勿攻宋》教學簡報，完成工作紙(22)（29/4/2020） 

科學： 

l 觀看「新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系列學習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EWPl5u5rg&t=485s，回答問題：「新冠狀病

毒還會影響那些器官?」  

電腦： 

l 觀看教學短片 (Photo Retouching) 
https://hkrcpaspa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Y55y6IHYMlEua68YoGHV38B2qJ8uzZhJx4bT8pJMsTb0A?e=PL25Kg  

 

30/4/2020 
（四） 
至

3/5/2020 
（日） 

 
佛誕 
及 
勞動節 
假期 

中文： 

l 觀看《墨子止楚勿攻宋》教學簡報，完成工作紙(23)（2/5/2020） 

 
數學： 
l 觀看短片 【DSE Probability I】筆記精華大踢爆!! 簡易概率之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_aCXIRu1M  
l 完成 3B冊課堂工作紙 12B 
l 完成數學作業 3B  習題 12B 

 

生社： 

l 留意 Teams 教學短片-書 20（chapter 3), 完成工作紙 

 

科學： 

l 觀看「新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系列學習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EWPl5u5rg&t=687s ，回答問題：「有鬍鬚會

影響口罩的保護效果嗎?」  

 

電腦： 

l 完成Microsoft Forms中的練習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keoFyfS2U6eUrTc54cafE3xfHUe15tGtD9-

fli4_itUREpCMEkzQ1lWOEIzVVJZOFRWOURCU0NOOSQlQCN0PWcu  

 

 
 
 
 
 
 
 
 



 
中三延伸學習安排 

 
English：（Online newspaper ,Reading Text 1 and Vocabular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JwssduIwFKvs2sqn6PEL_1SnmlldC9g?usp=sharing  
 

20/4/2020 
（一） 

中文：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兩段教學短片，完成《魚我所欲也》工作紙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DlEn311z0 (Japan) 
數學： 
l 溫習 Bk3B Ch12 Teams > 課程筆記本 > 第十二章 

21/4/2020 
（二）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數學： 
l 溫習 Bk3B Ch11 Teams > 課程筆記本 > 第十一章 
物理： 
l 觀看:Teams 發放的教學短片:氣體定律(一)  
l 學習活動:完成「習題與思考 5.1」內第 1至 5題 (有問題在 TEAMS討論) 

22/4/2020 
（三）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3jZfbchPg  (Japan) 
數學： 
l 溫習 Bk4A Ch2 Teams > 課程筆記本 > Bk4A第二章 
通識： 
l 觀看 Teams 內「sr_2018_ch1_Std Version.pptx」教學短片，完成「主題 1_工作
紙.doc」練習 

23/4/2020 
（四）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數學： 
l 下午 2:00-3:00 Teams實時課堂 (課題重點及問答) 
經濟： 
l 請於 23/4 9:30於 Teams進行實時課堂，講授 4下冊 Ch.8.1， 
l 完成 Teams 內<需求溫習重點工作紙> 

24/4/2020 
（五）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Dzi14fRmI  (Japan) 
BAFS：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完成停課工作紙：第 4 章 管理功能 2 



25/4/2020 
（六）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歷史： 
l 預習主題甲第 2 章 P.85-92(人口轉變) 
l 觀看 youtube 紀錄片列《香港歷史系 IV：南來到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9hlxqrDscg  

26/4/2020 
（日） 

27/4/2020 
（一） 

中文： 

l 閱讀《金鎖記》，並撰寫閱讀報告一篇（於 Teams 內發放文章） 

通識： 

l 觀看 Teams 內「sr2_2018_ch2_Econ_Std Version.pptx」教學短片，完成「主題 2_

工作紙 1.doc」練習 

28/4/2020 
（二）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z7xsxlLaw (Macau) 
數學： 
l 課題認知測試 題目會於 Teams > 課程筆記本 > 測驗 > 19下 S3E 測驗(卷
一)(28_4_2020) 上午 9:00發放，並於同日 5:00 前提交答案 

29/4/2020 

(三) 

BAFS：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完成停課工作紙：第 5 章  主要商業功能 2 

歷史： 

l 完成已上載於 Teams的工作紙(甲 2_8.1) 

30/4/2020 
（四） 
至 3/5/2020 
（日） 

 
佛誕及 
勞動節假期 

中文： 

l 請 30/4 16:00 於 Teams進行實時課堂，討論《魚我所欲也》有關捨生取義之觀

點及論說文章的技巧 
English： 
l Read the news  
l Listen to the audio and video files (with subtitles and slower speed, if nee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TLZ2GH-QM  (Maca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xx-BmCZR4   (Macau) 

經濟： 
l 請於 30/4 9:30於 Teams進行實時課堂，講授 4下冊 Ch.8.2， 
l 完成 Teams 內<供應溫習重點工作紙> 
物理： 
l 觀看:Teams 發放的教學短片:氣體定律(二)  
l 學習活動:完成「習題與思考 5.1」內第 6至 10題 (有問題在 TEAMS討論) 

 
 
  



 
中四甲學習安排 

數學科 
l 「11.2至 11.3課堂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下載 
l 「S4A數學停課筆記」已上載至 ONENOTE，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瀏覽 

  

11.2至 11.3課堂工作紙 S4A數學停課筆記 
 
M2： 
l 「工作紙 30-32」及「9.3至 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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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2 9.3至 9.4課堂工作紙 S4A M2 停課筆記 

 
 

20/4/2020 
（一） 

English： 
l 完成 1 份剪報 
l 觀看教學短片 https://youtu.be/GQyA5EJhcYk  ，完成 April Homework Reading 

Comprehension 
數學： 
l 預習書 第 11 章 圓的基本性質（11.2 圓內接四邊形的判定)並完成「11.2至 

11.3課堂工作紙」，工作紙完成後，於 1/5/2020(五)前透過 TEAMS 繳交 

21/4/2020 
（二） 

English： 
l 完成 1 份剪報 

 
通識：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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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流感下的社區防疫（配合課本 P75-79 頁） 

 
歷史： 
l 預習主題甲第 4 章 
l 觀看 youtube 紀錄片《改革開放四十年專題報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EW1MsJgsew  
l 完成已上載於 Teams的工作紙(甲 4_12) 



22/4/2020 
（三） 

中文： 
l 請 14:00 於 Teams進行實時課堂，討論聆聽及綜合能力訓練的技巧，並完成相

關練習 
 
English： 
l 完成 1 份剪報 
 
M2： 
預習書 第 9 章 定積分法 P.73– P.91，並完成「9.3至 9.4課堂工作紙」 

23/4/2020 
（四） 

English： 
l 完成 1 份剪報 
 
數學： 
l 觀看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圓內接四邊形的對角」 
l 聆聽 ONENOTE發放的教學錄音 
 
BAFS：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完成停課工作紙：第 8 章 基本比率分析

（一) 

24/4/2020 
（五） 

English： 
l 完成 1 份剪報 
 
通識： 
l 下午進行網上鞏固課堂。 

 

M2： 
l 完成「工作紙 30」，工作紙完成後，於 1/5/2020(五)前透過 TEAMS 繳交 

25/4/2020 
（六） 

English： 
l 每天完成 1 份剪報 
 
數學： 
預習書 第 11 章 圓的基本性質（11.3 圓的切線），並完成「11.2至 11.3課堂工作
紙」，工作紙完成後，於 1/5/2020(五)前透過 TEAMS 繳交 
 
ICT： 
l 觀看教學短片 (多媒體元素--文本 Part 1) 
https://hkrcpaspas-

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Vsm6u5qnjlOtSMR89Yala4BWq2mAoExEaew7s6UEB7_XQ?e=KYtOXO  

l 觀看教學短片 (多媒體元素--文本 Part 2) 
https://hkrcpaspas-
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TLrIw5uJIRAlxaYfJygRUMBH722vt1zbd1dqRbHxbkAjQ?e=kdaWzU  

 

26/4/2020 
（日） 



27/4/2020 
（一） 

English： 
l 完成 1 份剪報 
通識： 
l 透過 WHATSAPP 群組內，學習及討論由教師提供的匯報內容： 

- 安樂死合法化的討論（配合課本 P80-83 頁） 

M2： 
完成「工作紙 31」，工作紙完成後，於 1/5/2020(五)前透過 TEAMS 繳交 

28/4/2020 
（二） 

English： 
l 完成 1 份剪報 

M2： 
l 完成「工作紙 32」，工作紙完成後，於 1/5/2020(五)前透過 TEAMS 繳交 
BAFS： 

l 請留意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完成停課工作紙：第 8 章 基本比率分析

（二） 

29/4/2020 

(三) 

中文： 

l 觀看教學短片 https://youtu.be/DLyxzSGbt1k  ，完成《中國傳統自然觀》語譯

練習 
English： 
l 完成 1 份剪報 
通識： 
l 透過 WHATSAPP 群組內，學習及討論由教師提供的匯報內容： 

- 近年香港重要的公共衞生議題（配合課本 P84-91） 

30/4/2020 
（四） 
至 

3/5/2020 
（日） 

 
佛誕及 
勞動節假期 

English： 
l 每天完成 1 份剪報 
通識： 
l 1/5，星期五下午（當天為勞動節假期，或於群組另訂時間），網上鞏固課堂。 
M2： 
l 觀看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定積分的定義」及「奇函數與偶函數」 
l 聆聽 ONENOTE發放的教學錄音 
歷史： 

l 預習主題甲第 4 章 

l 觀看 youtube 紀錄片《改革開放四十年專題報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EW1MsJgsew  
ICT： 
l 完成選修單元作業 C1第 2課(文本) 
科學： 
l 觀看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 
l 完成堂課練習 

 
 
 



 
中五學習安排 

M2： 
l 「工作紙 20-22」及「14.1B至 14.2課堂工作紙」已上載至 TEAMS，亦可透過以下 QRCODE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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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紙 20-22 14.1B至 14.2課堂工作紙 S5 M2 停課筆記 
 

20/4/2020 
（一） 

中文： 

l 觀看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完成有關練習。 

l 十二篇章練習(九) 

數學： 

l 溫習 初中課題：主項變換及指數化簡 

BAFS： 

l 觀看 Teams/Whatsapp發放的教學短片 11.6X, 11.8及 11.7，於 24/4交 11.7 

21/4/2020 
（二） 

English： 
l Online lesso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ocial issue + SBA trial (2) preparation 
數學： 
l 溫習 Bk5B Ch11 Teams > 課程筆記本 > 第十一章 
M2： 
l 完成「工作紙 20」，工作紙完成後，於 1/5/2020(五)前透過 TEAMS 繳交 

22/4/2020 
（三） 

數學： 
l 溫習 Bk5B Ch12 Teams > 課程筆記本 > 第十二章 
通識： 
l 留意 Teams 教學短片-全球化 
M2： 
l 完成「工作紙 21」，工作紙完成後，於 1/5/2020(五)前透過 TEAMS 繳交 

23/4/2020 
（四） 

數學： 
l 溫習 Bk6 Ch1 Teams > 課程筆記本 > Bk6第一章 
ICT： 
l 重溫核心部分 1(紅色課本) 第 1-4課，並完成以下練習 
l 練習 1 : 
https://hkrcpaspas-my.sharepoint.com/:b:/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QSf-
USwJVRKgOyZDqkyx9gBWX48Scg3MVacZxZSAfTDfw?e=uPQQZu  
l 練習 2 : 
https://hkrcpaspas-
my.sharepoint.com/:b:/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RFFMi2jDEFIi5S11XCS8C8Bo14Tj097Z9lWEinkm_J9AQ?e=nq6TYa 



24/4/2020 
（五） 

數學： 
l 下午 4:30-5:30 Teams實時課堂 (課題重點及問答) 
科學： 
l 觀看: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章節:1.資源枯竭、2.環境惡化、3.呼喚可持續發展  
l 學習活動:在 TEAMS下載並完成工作紙「大自然中的平衡(十三)」 

25/4/2020 
（六） 

ICT： 
l 重溫核心部分 1(紅色課本) 第 1-4課，並完成以下練習 
練習 3 : 
https://hkrcpaspas-
my.sharepoint.com/:b:/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ZvRLWHZIThDlba0swRJ_uEBgJNV3KHD54PpMBaE2HokfA?e=b7DF2O  
練習 4 :  
https://hkrcpaspas-my.sharepoint.com/:b:/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UffBeRkq2lNjZhd_Tpo7q0BZ0j4Se5b28wgKSW8Wo4hdQ?e=dikbip  
 
 

M2： 
l 完成「工作紙 22」，工作紙完成後，於 1/5/2020(五)前透過 TEAMS 繳交 

26/4/2020 
（日） 

27/4/2020 
（一） 

English： 

l Assignment: Hand in news response (3) 

 
BAFS： 
l 觀看 Teams/Whatsapp發放的教學短片 11.4 並於 28/4交 11.3X 

 
M2： 
l 觀看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向量積的定義」 
l 聆聽 ONENOTE發放的教學錄音 

28/4/2020 
（二） 

English： 

l Online lesson: SBA trial (2) discussion 

數學： 

l 課題認知測試 題目會於 Teams > 課程筆記本 > 測驗 > 19下 S5 測驗(卷

一)(28_4_2020) 上午 9:00發放，並於同日 5:00 前提交答案 

29/4/2020 

(三) 

中文： 

l 觀看 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完成有關練習。 

l 十二篇章練習(十) 

ICT： 

l 完成練習後可看以下解說題目之影片並核對答案 

l 答案 1 : https://hkrcpaspas-

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UUqNmuV8HRFjcj1yuPNLoYBAY6EXpIQtvSwkTjIKCLqeg?e=ynTqjq  

l 答案 2 : https://hkrcpaspas-

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W1yp0PT2oBMsGyyhO1L8eEBYGOe1opY8GwRg3RAipevmw?e=BsnngS  

BAFS： 

l 觀看教學短片 11.14，於 30/4交 QB題 16 



30/4/2020 
（四） 
至 

3/5/2020 
（日） 

 
佛誕 
及 
勞動節 
假期 

通識： 

l 留意 Teams 發放新聞短片 

 

 

ICT： 

l 完成練習後可看以下解說題目之影片並核對答案 

l 答案 3 : https://hkrcpaspas-

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ad1UbRIlg1DiZTe0JurTkIBtNmbjj_BjzLIFyVFZxnmUQ?e=N0AXQK  

l 答案 4 : https://hkrcpaspas-

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ttpw_pas_edu_hk/EWfsGNYcwMRDkygEQx14UZoB627QiUhWMSeVPHSesNNvFQ?e=DX3nHe 

科學： 

l 觀看:Teams發放的教學短片章節:4.郊野復育、5.生態學解說  

l 學習活動:在 TEAMS下載並完成工作紙「大自然中的平衡(十四)」 

 
M2： 
l 預習書 第 14 章 三維空間的向量 P.344 – P.363，完成「14.1B至 14.2課堂工作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