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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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2D 17/2/2020 培生 「停課不停學」專頁 閱讀工作紙三、四 學生登入網站下載 21/2/2020

上傳到科任老師的電郵戶口
*/Google Classroom

https://www.pearson.com.hk/zh_HK.html

17/2/2020 登入以下網站，完成「每日看一篇」練習21-23 三篇閱讀理解練習 學生登入網站完成 21/2/2020 google form

21 造紙術：https://forms.gle/8db2Y91pUrhccTws7

22 古代玩具：https://forms.gle/BR2BztPfb24FSNpb7

中文 23 毛筆：https://forms.gle/qZpVuxddEDvRAX6t8

17/2/2020 語文運用 課本1.34-1.36 學生課本 21/2/2020 復課後第一天科任老師檢查

17/2/2020 簡短寫作一篇 擴寫文章(不少於350字) (請用原稿紙撰寫） 課本6.43-6.44 21/2/2020

上傳到科任老師的電郵戶口
*/Google Classroom

24/2/2020 文言半小時單元三 練習3.1-3.8 學生文言半小時練習28/2/2020 復課後第一天科任老師檢查
24/2/2020 登入以下網站，完成「每日看一篇」練習24-26 三篇閱讀理解練習 學生登入網站完成 28/2/2020 google form

24 計時：https://forms.gle/K8dgTdKJ1FBmbu7d6

25 計數：https://forms.gle/HoW6hdYY8nxhZjcDA

26 地圖：https://forms.gle/ZMv8aCnJMwLdLaw67

24/2/2020 自習單元八《為學一首不子姪》 根據教學短片，完成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28/2/2020

上傳到科任老師的電郵戶口
*/Google Classroom

24/2/2020 語文運用 課本5.32-5.36 學生課本 28/2/2020 復課後第一天科任老師檢查

F2 17-2-2020 F2 Short Writing Task 3 school website 20-2-2020 6pm前 email to teacher

F2: Watch YouTube video to learn Reflexive Pronouns

英文 Details refer to "Coronavirus Holiday Homework document"

F2 17-2-2020 溫習上學期部份課題及新課題消元法 觀看網上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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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2︰可直接於平板電腦上作答
，完成後上載於GOOGLE

CLASSROOM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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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4-2-2020 北宋變法的成效及失敗原因 閱讀2甲P.113-115； 習作︰北宋變法的失敗原因； 觀看歷史片段 google classroom 21-2-2020 23:59前
21-02-2020 北宋的覆亡 閱讀2甲P.118-122； 習作︰北宋的覆亡、課本內的習作 P.122 ；觀看歷史片段︰岳飛、文天祥抗元google classroom 28-02-2020 23:59前(把習作寫在筆記簿上)

歷史 法國大革命經過及結束 觀看2片段，閱讀教科書p.71-79；並完成習作1 google classroom 24/2/2020

上傳照片或文字檔至google

classroom

地理 F.2 17-2-2020 水的煩惱2 參閱課本內容，然後完成習作 school web 復課後 堂上交
F.2 24-2-2020 水的煩惱3 參閱課本內容，然後完成習作 school web 復課後 堂上交

家庭與生活教育F.2 17-2-2020 學習課題 : 發揮自己，活出積極生命。 反思題：「在你心目中，你認為最成功的人有甚麼特質？他/她是誰？他/她是如何達到成功的？試搜集這個成功者的資料，說說你欣賞他/她的地方。」請在單行紙上寫上反思內容。字數為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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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2C 17-2-2020 課題五︰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同學自行閱讀PPT，然後完成課題五︰維護香港核心價值_量度貧富差距的指標 P.25-28 
school website 復課後 堂上交

2D 17-2-2020
預習L4_socialpolitical_participation_F2_L&S


完成L4_socialpolitical_participation_F2_L&S school website 23-2-2020 答案於下星期24/2/2020發放。

2A-2C
24-2-2020 課題五︰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同學自行閱讀PPT，然後完成課題五︰維護香港核心價值_貧富差距的影響及建議 P.28-31 
school website 復課後 堂上交

2D 24-2-2020 L4_socialpolitical_participation_ANS
 school website 復課後 堂上交

普通話 F.2 17-2-2020 第三課《溝通無間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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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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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附錄音檔)
 23-2-2020 6pm前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完成「寫寫看」練習題目1-2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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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020 6pm前 自行完成

F.2 24-2-2020 第三課《溝通無間斷》及語音知識 核對答案：1)  聆聽練習1-2 (P.34)、2) 「寫寫看」練習 (P.33)
 1-3-2020 6pm前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觀看《反斗普通話──網絡用語》教學影片，並完成題目1-3 (P.36) 1-3-2020 6pm前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觀看《兩岸三地大不同──網絡科技》影片 P.35 1-3-2020 6pm前 自行完成

綜合科學 F.2 17-2-2020 環境的察覺 Sensing the environment 完成google classroom內的功課 Google classroom 21/2/2020 Online submission

D&T F.2 17-2-2020 科技與工商業 工作紙一 school website 復課後
(雙數學號)

家政 F2 21-2-2020 營養標籤 看完PPT後完成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復課後

體育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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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16-2-2020 CODING CODE COMBAT (每星期完成最少7關) ict.tkp.edu.hk 22-2-2020

GOOGLE FORM報告完成進度,

復課後查

https://www.pearson.com.hk/zh_HK.html
http://ict.tkp.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