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 發放日期 課題 功課內容 功課發放媒介 交功課日期 呈交方法

F.1 17-02-2020 《燕詩》語譯及問答工作紙  附網上教材 觀看網上教材，完成工作紙
 學校網頁及 google classroom21-02-2020

電郵科任老師 / 上載至Google

Classroom

F.1 17-02-2020 背《燕詩》「四兒日夜長……一一刷毛衣。」 預默及抄寫三次 學校網頁及 google classroom21-02-2020

電郵科任老師 / 上載至Google

Classroom

中文 F.1 17-02-2020 登入網站，完成「每日看一篇」練習21-23 (造紙術、古代玩具、毛筆)三篇閱讀理解練習 學校網頁及 google classroom21-02-2020 直接在網址提交

F.1 24-02-2020 每日文言 單元五 兩篇文言閱讀理解練習 學校網頁及 google classroom28-02-2020

電郵科任老師 / 上載至Google

Classroom

F.1 24-02-2020 增潤教材：第21, 22首 背詩歌 學校網頁及 google classroom復課後 堂上抽問
F.1 24-02-2020 以「我最喜歡的三國演義角色」/ 「一個與孝順有關的故事」為題，準備不少於一分鐘的講稿。附網上教材觀看網上教材，完成講稿
 學校網頁及 google classroom28-02-2020 直接在網址提交

F.1 24-02-2020 登入網站，完成「每日看一篇」練習24-26 (計時、計數、地圖)三篇閱讀理解練習 學校網頁及 google classroom28-02-2020

電郵科任老師 / 上載至Google

Classroom

F1 17-2-2020 F1 Short Writing Task 3 school website 20-2-2020 6pm前 email to teacher

Watch YouTube video to learn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Articles

英文 Details refer to "Coronavirus Holiday Homework document"

F1 17-2-2020 百分增加和百分減少 觀看網上教材，2份完成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20-2-2020 6pm前
方法1︰列印文件，完成後拍照上載
於GOOGLE CLASSROOM

數學

方法2︰可直接於平板電腦上作答，
完成後上載於GOOGLE

CLASSROOM

方法3︰如沒有以上設備，可把答案
填寫於紙上，完成後拍照上載於
GOOGLE

中國歷史 F.1 14-2-2020 秦統一六國原因及意義  閱讀1甲P.66-67, 76-79 : 網站︰燦爛的中國文明---秦始皇 (閱讀四個有關秦國篇章)；完成GOOGLE FORM小測google classroom 21-2-2020 23:59前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21-2-2020 秦始皇的統一措施 閱讀1甲P.80-87；網站︰燦爛的中國文明---秦始皇 (閱讀四個有關秦國篇章)；網上小測google classroom 28-2-2020 23:59前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歷史 F.1 17/2/2020 古希臘文明 (早期的發展) 影片及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地理 F.1 17-02-2020 課業2 : 甚麼是農業區？ 參閱課本內容，然後完成習作 school web 復課後 堂上交
F.1 24-02-2020 課業 3: 我們能生產足夠的糧食來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 參閱課本內容，然後完成習作 school web 復課後 堂上交

家庭及生活教育F.1 17-2-2020 學習課題 : 愛惜自己，活出健康生命。 反思題：「升中一後，你認為你有甚麼有待改善的習慣？過去這些不良習慣對你造成甚麼負面影響？從今天起，你願意培養哪些好習慣？你會如何實踐？」請在單行紙上寫上反思內容。字數為300字內。school website 28-2-2020 6pm前 上傳照片或文字檔至老師電郵 / 堂上交
完成Edpuzzle 中的問題 28-2-2020 6pm前 自行完成

生活與社會 1A-1C 17-2-2020 全球城市的特徵 同學自行閱讀PPT，然後完成Google form「全球城市的特徵」 school web 23-2-2020 完成google form後按提交。

1D 17-2-2020 A6_China's national_F1_L&S
 完成A6工作紙 school web 23-2-2020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1A-1C 24-2-2020 香港是全球城市嗎? 同學自行閱讀PPT，然後完成Google form「香港是全球城市嗎? 」 school web 1-3-2020 完成google form後按提交。

1D 24-2-2020 C1_threeDisparities_F1_L&S 完成C1工作紙 school web 1-3-2020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普通話 F.1 17-2-2020 第三課《小趣劇》及語音知識 核對答案：1) 課前聆聽練習(P.27)、2) 聆聽3(1)-(6)練習(P.35)

 school website 23-2-2020 6pm前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完成聆聽練習1-2 (P.35) (附錄音檔)
 23-2-2020 6pm前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完成「寫寫看」拼寫練習 (P.34)
 23-2-2020 6pm前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聆聽和朗讀「語音知識」詞語及句子各2次 * (P.33) 23-2-2020 6pm前 自行完成

24-2-2020 第三課《小趣劇》及語音知識 核對答案：1) 聆聽練習1-2 (P.35)、2) 「寫寫看」拼寫練習 (P.34)
 school website 1-3-2020 6pm前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完成自學中心練習 (P.36) (附錄音檔)
 1-3-2020 6pm前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綜合科學 1D 17-02-2020 4. Cells, Human Reproduction and Heredity Preparation 6 google classroom 22/2/2020

1A-1C 5. 水 完成筆記5.5 - 香港水源 google classroom 22/2/2020

D&T F. 1 17-02-2020 設計與科技室安全守則(S1-P1) 工作紙一 school website 復課後
(雙數學號)

家政 1A－1D 21-2-2020 食物營養 看完PPT後完成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體育 F1 18-2-2020 7分鐘運動挑戰 觀看網上影片，每天做適量運動，培養習慣 school website 2/3/2020 自行完成

電腦 F1 16-2-2020 打字 五色學倉頡 EX2.1A 至 EX2.1D ict.tkp.edu.hk 22-2-2020 完成後電腦自動記錄
英文打字 Intermediate 1-4

http://ict.tkp.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