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 年度   中一級   復活節假期功課 

科目 功課內容 

中國語文 
1. 四月份閱讀馬拉松 

2. 閱讀練習〈家風家教是我一生的功課〉 

English 

1.  English Builder exercises  

(All exercises except Speaking during the period 8 Mar - 9 Apr) 

2.  Reading report 

數學 假期工作紙 (共 4 頁) (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及繳交) 

生活與社會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第二期) 挑戰 07 至挑戰 12 

綜合科學 

自習課題 1B 書：4.1A-B，書 1-6 頁 

1. 完成工作紙：單元四《練習一》 

2. Google Form：4.1 A–B: 細胞 

https://forms.gle/towLZVyMYo6RrVYK7 

 

中國歷史 資料題 

世界歷史 
完成三月十九日由班主任派發歴史科預習工作紙。待復活節假後歴

史課堂上由老師核對答案。 

地理 
S.1B 及 S.1D 

地理月報一份 (請參閱 google classroom) 

電腦 資訊科技知識閱讀心得 

普通話 深度閲讀篇章 2 

音樂 <Peter and the Wolf> 聆賞 

視藝 禪繞試畫 

 

 

 

 

 

 

 

 

 

https://forms.gle/towLZVyMYo6RrVYK7


2020-21 年度   中二級   復活節假期功課 

科目 功課內容 

中國語文 

1. 以「苦瓜」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2. 閱讀電子書《阿濃精彩人生 100 篇》，寫一篇閱讀報告。 

3. 四月份閱讀馬拉松。 

English 

1.  English Builder exercises  

(All exercises except Speaking during the period 8 Mar - 9 Apr) 

2.  Reading report 

數學 假期工作紙 (共 13 頁) (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及繳交) 

生活與社會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第二期) 挑戰 07 至挑戰 12 

綜合科學 

自習課題 2B 書：10.1-10.2A-D，書 73-90 頁 

Google Form：10.1-10.2A-D：感覺和感覺器官，視覺 

https://forms.gle/RvG8NBQCsirAbYyu6 

 

中國歷史 資料題 

世界歷史 

歷史科網上閱讀計劃 

 

地理 
S.2B 及 S.2D 

地理月報兩份 (請參閱 google classroom) 

電腦 打字平台練習 (兩個練習，每個 3 次，共 6 次) 

普通話 深度閲讀篇章 2 

音樂 <Peter and the Wolf> 聆賞 

視藝 Logo Design 

 

 

 

 

https://forms.gle/RvG8NBQCsirAbYyu6


2020-21 年度   中三級   復活節假期功課 

科目 功課內容 

中國語文 
1.  閱讀理解《香港的電車》 

2.  四月份閱讀馬拉松 

English 

1.  English Builder exercises  

(All exercises except Speaking during the period 8 Mar - 9 Apr) 

2.  Reading report 

數學 TSA 模擬試卷 3 及 4 

生活與社會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第二期) 挑戰 07 至挑戰 12 

物理 工作紙：剪報(3) 

生物 
1. 報章閱讀 

2. 讀書報告 

化學 
1. 練習簿第 11 頁至 16 頁 

2. 化學文章閱讀報告 4 篇 

中國歷史 作業 28-30 頁 

經濟 剪報分析 

電腦 影片工作紙 

普通話 深度閲讀篇章 2 

音樂 <Peter and the Wolf> 聆賞 

視藝 Logo Design 

 

 

 

 

 

 

 

 

 

 

 

 

 

 



2020-21 年度   中四級   復活節假期功課 

科目 功課內容 

中國語文 

1. 深度讀書報告《傾城之戀》 

2. 四月份閱讀馬拉松 

3. 單元四 閱讀理解《九龍灣的星星》 

English 
1. Language Usage Worksheets 

2. Film Review 

數學 假期工作紙 (共 7 頁) (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及繳交) 

通識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第二期) 挑戰 07 至挑戰 12 

物理 
1.  測驗工作紙 

2.  課本練習 

生物 
1. 《我要做個營養師》(第六課及第七課) 

2. Google Form 

化學 

1. Ch14 CE Q11-29, 30, 34 

2. Ch14 notes dse 實戰 

3. 摩爾計算 mcq 1-30 

經濟 預習 效率與市場 

電腦 
1.  Ch11 學習重點 

2.  練習 

視藝 視覺日記 

 

2020-21 年度   中五級   復活節假期功課 

科目 功課內容 

中國語文 
1. 閱讀馬拉松(四月)  

2. 文言瑰寶（下冊）（練習四、五） 

English SBA Reading Tasks 

數學 假期工作紙 (共 10 頁) (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及繳交) 

通識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第二期) 挑戰 07 至挑戰 12 

物理 
1. 測驗工作紙 

2. 課本練習 

生物 工作紙《新型冠狀病毒病的防疫》 

化學 會考卷 96 及 97(包括選擇題及長問題) 

電腦 
1. Javascript 程式  

2. 練習  X  2 

視藝 視覺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