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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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20 單元五聆聽練習 到google classroom 聆聽錄音，並完成聆聽練習。 google classroom 7/3/2020 上傳到科任老師的電郵 戶口

2/3/2020 閱讀理解練習  —可愛的詩境 到google classroom 下載工作紙，並完成閱讀練習。 google classroom 7/3/2020 上傳到科任老師的電郵 戶口

中文 2/3/2020 實用文寫作  — 投訴信 到google classroom 觀看教學影片，並完成寫作練習。 google classroom 7/3/2020 上傳到科任老師的電郵 戶口

2A-2D 9/3/2020 文言半小時單元六  (6.1-6.8) 完成6.1-6.8 13/3/2020 復課後第一天

9/3/2020 背誦單元七《教學一首示子姪》第一段及第四段 背誦課文 13/3/2020 復課後第一天

9/3/2020 自習單元七《最苦與最樂》並完成工作紙 到google classroom 觀看教學影片，並完成寫作練習。 13/3/2020 上傳到科任老師的電郵 戶口

F.2 2/3/2020 1. Do the auto-marking exercises in Oxford iSolution.
Can download the app in smartphones now. To log in, follow the steps in the 
school website. school website

F.2 2/3/2020 2. Do New Treasure Plus 2A p. 66-67, 74-77, 78-81
Unit 3 Save our planet! Pre-reading and Vocabulary Building, Present Perfect 
Tense and Time Words school website

5/3/2020 6:00 PM
前

email to teachers /upload to Google 
classroom

英文 F.2 2/3/2020 3. Know more about novel coronavirus Watch YouTube videos school website

F.2 9/3/2020 1. Do the auto-marking exercises in Oxford iSolution.
Can download the app in smartphones now. To log in, follow the steps in the 
school website. school website

F.2 9/3/2020 2. Newspaper Commentary Novel Coronavirus school website
5/3/2020 6:00 PM
前

email to teachers /upload to Google 
classroom

F.2 9/3/2020 3. Know more about novel coronavirus Watch YouTube videos school website

數學 F2 2/3/2020 圖解法工作紙  HW3 觀看網上教材，完成 google classroom 功課
Google 
classroom 5/3/20220

whatsapp給老師  / 上載至Google 
Classroom

F2 9/3/2020 聯立方程應用題工作紙  HW4 觀看網上教材，完成 google classroom 功課
Google 
classroom 12/3/2020

whatsapp給老師  / 上載至Google 
Classroom

中國歷史 F.2 2/3/2020 南宋偏安的背景及經過 ; 金、宋和戰的概況 1. 閱讀2甲P.134-143並完成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8/3/2020 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歷史短片︰南安一夢  並完成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8/3/2020 google classroom

9/3/2020 南宋「聯蒙滅金」之策及其與南宋敗亡的關係
觀看教學短片聯蒙滅金及 閱讀2甲P.144-146，完成課本內的習作 P.144-145(把
習作寫在筆記簿上 ) google classroom

                  
15/3/2020 google classroom

歷史 F2 25/2/2020 拿破崙時代 观看教学短片及課文，然後回答問題
Google 
classroom 3/3 Google classroom

25/2 長洲太平清醮VR考察 下載教育局手機長洲考察易 app，然後在Google classroom回答所附問題。 同上 3/3 Google classroom

地理 F2 3/3/2020 旱災的影響 觀看教學影片並參考課本 內容以完成google classroom 功課
Google 
classroom 8/3 Google classroom

9/3/2020 中國的氣候 -自然因素 觀看教學影片並參考課本 內容以完成google classroom 功課
Google 
classroom 15/3 Google classroom

家庭與生活
教育 F.2

24/2/2020-
8/3/2020 學習課題  : 有效學習，發揮自己 觀看影片，完成Edpuzzle 中的問題   (《高效學習法》 ) school website 8-3-2020 自行完成

反思題：「你認為你平常的學習方法有效嗎？有沒有遇到障礙？你通常會如何
處理？試搜集更多網上或書本介紹的「有效學習方法」，選出其中最 值得你學習
的三種方法，介紹給老師。」請在單行紙上寫上反思 內容。字數為400字內。 school website 8-3-2020 上傳照片或文字檔至老師電郵  / 堂上交

聽錄音，完成靜觀練習 school website 8-3-2020 自行完成

F.2
9/3/2020-
22/3/2020 學習課題：珍惜時間 ──探討有效運用時間的方法 觀看2段影片，完成Edpuzzle 中的問題  (《如何成為時間管理的高手 )》 school website 22-3-2020 自行完成

完成任務，寫下實踐心得 school website 22-3-2020 上傳照片或文字檔至老師電郵  / 堂上交

聽錄音，完成靜觀練習 school website 22-3-2020 自行完成

宗教 F2
2/3/2020-
13/3/2020 抗疫祈禱《重見天國境界》

同學請先看抗疫祈禱主題曲《重見天國境界》的歌譜連歌詞及觀看視頻，然後完
成停課工作紙三

school website&
GOOGLE 
CLASSROOM 

16/3/2020

上傳
GOOGLE CLASSROOM 

生活與社會
2A-2C 2/3/2020-

8/3/2020 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1. 完成「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小測   及 一份網上剪報練習 google classroom 8/3/2020 google classroom
2. 同學自行核對工作紙的答案

2D 2/3/2020-
8/3/2020 SocioPolitical 完成  A7_SocioPolitical_F2_L&S school website 8/3/2020 上傳照片檔至陳老師電郵

普通話 F.2 2/3/2020 第四課《小小發明家》課文 核對第三課答案：《反斗普通話 ──網絡用語》  題目1-3 (P.36) school website 8-3-2020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完成第四課《小小發明家》課前聆聽練習 *  (P.37) school website 8-3-2020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觀看第四課教學影片。聆聽及朗讀各 2次：1) 課文及詞語 * (P.38-39); 2)「說說
看」句子  * (P.40)

school website 8-3-2020 自行完成

完成聆聽練習3(1)-(6) (P.44-45) (附錄音檔 ) school website 8-3-2020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9/3/2020 第四課語音知識──聲母h-f、n-l、k-h的分辨 核對第四課答案： 1) 課前聆聽練習 (P.37) ; 2) 聆聽練習3(1)-(6) (P.44-45) school website 15-3-2020 自行完成

閱讀「語音知識教學簡報」及完成簡報的小測試練習   (聲母h-f、n-l、k-h的分辨) school website 15-3-2020 自行完成

完成聆聽練習1-2 (P.44) school website 15-3-2020 上傳照片檔至老師電郵

課文延伸學習：請嘗試設計新校服，並觀看相關的《妙趣街頭普通話》影片。 (P.
41) 

school website 15-3-2020 自行完成

綜合科學 F.2 24/2/2020 環境的察覺 於Google classroom發放 google classroom 2/3/2020 google classroom
7/3/2020 環境的察覺 於Google classroom發放 google classroom 7/3/2020 google classroom

電腦 F2 2/3/2020 CODING CODE COMBAT (每星期完成最少 7關) ict.tkp.edu.hk 13/3/2020
GOOGLE FORM報告完成進度 , 復課後
查

VA F2 7/3/2020 漫畫角色設計 設計具有個性的漫畫人物 School website 復課後 復課後交給科任老師

體育科 F.2 5/3/2020 人體 閱讀筆記，並完成習作。
Google 
classroom 20/03/2020 google classroom

D&T F.2 02-03-2020 設計的基本因素 (S2-P3) 工作紙三 school website 復課後 復課後提交給老師

(雙數學
號)

http://ict.tkp.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