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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各級「停課不停學」在家學習指引（學習時段：9/3-13/3） 

配合網上實時教學，三月份每週初中各級各科網上學習指引會改於星期五下午發佈，請同學與家長留意。初中學生需自行登入各科

google classroom下載學習材料並按指示在家學習。 

 

高中方面，各級科任老師亦會透過 google classroom及電子通訊軟件，按時發佈班本學習材料及課業。 

 

以下為 9/3-13/3初中各級學習指引： 

 

中一級 

 

科目 學習課題 學習材料及課業 課業繳交限期 課業繳交方式 

中國語文 單元四 詩之花徑 單元學習重點工作紙：古體詩、近體詩 

閱讀《迢迢牽牛星》（短片、粵/普朗讀音效檔、工

作紙） 

網上閱讀：智愛中文平台 

閱讀報告：「每日看一篇」- 主題:中國古代科學技

術和重大發明 

15/0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完成網

上練習 

英國語文 New Treasure Plus (1B) 

Unit 6 - Reading Text 2-3, 

Vocabulary - Festival 

Activities, Festival idioms 

Success in Grammar: Demonstrative pronouns these 

and those (p.101-104) 

20/4/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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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pressions, using 

words ending in -al and -le; 

Grammar - Demonstrative 

pronouns, Order of 

Adjectives, Verbs + to-

infinitive 

數學 

(1A) 

Ch 9.1+9.2 symmetry and 

transformation 

Ppt, video, lesson worksheets and practice worksheet 20/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數學 

(1B-1D) 

第 9章：對稱及變換 9.1_對稱 20/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地理 地圖閱讀技能 線上測驗(地圖閱讀技能) 及預習糧食問題 3.1 18/3/2020 填寫 Google 表單 

歷史 古希臘文明背景 簡報、工作紙 15/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科技與生活 電腦系統 完成 iClass活動 5及 6、測試 2及 3 21/3/2020 完成網上練習 

體育 籃球_撞人還是阻擋 觀看錄像 20/4/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戲劇 認識中國戲曲 搜集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2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普通話 第五課丟三落四 語音知識練習 15/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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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科目 學習課題 學習材料及課業 課業繳交限期 課業繳交方式 

中國語文 單元二 借景抒情（詞） 閱讀：《水調歌頭》學生上載課堂筆記、工作紙

(二) 

網上閱讀：智愛中文平台 

閱讀報告：「每日看一篇」-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和

重大發明 

15/0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完成網

上練習 

英國語文 New Treasure Plus (2B): 

Reading - Text 3; 

Vocabulary - Adjectives 

describing clothing, forming 

job titles with the suffixes -

er, -or and -ist; Grammar - 

Non-defining clauses, 

Nouns with and without 

articles 

Success In Grammar: 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p.101-105) 

20/4/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數學 

(2A) 

Exterior angle in triangle, 

Angles in isosceles triangle 

worksheets 15/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數學 三角形的外角、等腰三角

形、等邊三角形 

S2HW8B 16/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綜合科學 section 10.2 worksheet 20/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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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Classroom 

地理 人口問題 2.1 作業頁 4 15/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歷史 法國大革命 工作紙 23/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科技與生活 跨科電子學習 使用 Adobe Spark Video完成一個以「梁書環保政

策/梁書三帶」為題的影片 

2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體育 籃球_撞人還是阻擋 觀看錄像 20/4/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視覺藝術 工筆與意筆 筆記 16/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戲劇 認識中國戲曲 閱讀教學材料，然後回答問題 2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普通話 單元五 妙聯趣話 粵普對譯工作紙 15/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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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科目 學習課題 學習材料及課業 課業繳交限期 課業繳交方式 

中國語文 單元七 議論方法(二) 閱讀材料：《讀孟嘗君傳》（課文、粵/普朗讀音效

檔、簡報） 

學生上載：《讀孟嘗君傳》課堂筆記、工作紙 

網上閱讀：智愛中文平台 

閱讀報告：「每日看一篇」-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和

重大發明 

15/0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完成網

上練習 

英國語文 New Treasure Plus (3B): 

Unit 6 Reading - Text 2 & 3; 

Vocabulary - Adjectives 

describing positive attitudes, 

words used in debate 

speech; Grammar - Using 

with/if only with the past 

perfect tense,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unfulfilled 

past situations 

Success In Grammar: Using wish/if only with the past 

perfect tense (p.103-105) 

20/4/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數學 

(3A) 

Ch. 8 More about 3D 

Figures 

Worksheet_Homework 8.4 18/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數學 續立體圖形 計分工作--點線面 13/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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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room 

通識教育 立法機關、司法機關、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 

預習書 P43-45 24/3/2020 預習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作業 P.5 2(a)(b),  P.6 3(a)(c), P.9 (全頁) 20/4/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經濟 生產與分工(一) 工作紙 2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商業 公營企業獨資 工作紙 18/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科技與生活 鐳射砌割機及繪圖軟件 觀看簡報進行表單作答 21/3/2020 填寫 Google 表單 

體育 籃球_撞人還是阻擋 觀看錄像 20/4/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視覺藝術 立體造型元素 課本練習四 16/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