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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各級「停課不停學」在家學習指引（學習時段：24/2-28/2） 

 

二月份停課期間，逢星期一，學校會於本校網頁統一發佈該週初中各級各科網上學習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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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網上實時教學，三月份的在家學習指引會改於星期五下午發佈，請同學與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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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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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八 

文言鞏固 

《背道而馳》（課文、粵/普朗讀音效檔、預習及工

作紙）、 

延伸閱讀《狐假虎威》工作紙、 

智愛中文平台、 

閱讀「每日一篇」-認識中國歷史名人及作家） 

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填寫 Google 表單、 

完成網上練習 

英國語文 New Treasure Plus Unit 5 

Grammar & Success in 

New Treasure Plus Unit 5 (p.14-19) & Success in 

Grammar (p.81-96)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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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Unit 5 

數學 第 8 章 坐標簡介 8.0-8.2 

Ch.8 Introduction to 

Coordinates 8.0-8.2 

簡報(中英)、分課練習(中英)、綜合鞏固練習(中英) 28/2/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綜合科學 課本 5.4 Energy sources  

能源 

全級：簡報、影片、e-測試站 

A、B、C 班：作業 

1/3/2020 完成網上練習、填

寫 Google 表單 

中國歷史 漢武帝统治政策 觀看教學影片後，完成工作紙。 28/2/2020 填寫 Google 表單 

地理 糧食問題 請各位同學在完成以下由雅集出版社線上提供的翻

轉課堂的練習(有關糧食問題）： 

核心 3 - 單元 3 (預習短片)核心 3 - 糧食問題 

核心 3 - 單元 4 (預習短片) 

核心 3 - 單元 4 個案 (課前預習)核心 3 - 糧食問

題 4 

2/3/2020 完成網上練習 

歷史 十九世紀香港的經濟發展 簡報、工作紙 29/2/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科技與生活 電腦系統 根據教學材料，並於 iClass 完成課業 29/2/2020 完成網上練習 

體育 在家中進行體適能訓練 體適能網頁 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視覺藝術 封面設計 2 簡報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戲劇 衝突 戲劇欣賞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普通話 第四課 歡度聖誕（聽歌學

普通話及口語練習） 

完成聆聽練習（四）- 聽歌學普通話 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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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實用文 評論（短片、示例及寫作練習）、 

網上閱讀《蘇東坡傳》讀後感、 

智愛中文平台、 

閱讀「每日一篇」- 認識中國歷史名人及作家 

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完成網

上練習 

英國語文 New Treasure Plus Unit 5 

Grammar & Success in 

Grammar Unit 5 

New Treasure Plus (p.14-18) & Success in Grammar 

(p.81-96)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數學 第七章 率與比 課題 7.2 

比 

影片、簡報、工作紙 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綜合科學 8.8 用電安全 影片、簡報、工作紙/網上練習 2/3/2020 完成網上練習 

中國歷史 元朝的统治政策 觀看教學影片後，完成工作紙。 28/2/2020 填寫 Google 表單 

地理 中國人口增長 預習課本頁 14-17，其中頁 14-15 需自行 Scan 成

PDF 或相片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25/2/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歷史 革命時代 1. 簡報(預習)   2. 完成 GOOGLE FORM(練習) 29/2/2020 填寫 Google 表單 

科技與生活 螢幕錄影 參考網站，選取適當的螢幕錄影方式，錄製一段有

關「新型冠狀病毒」的 3 分鐘影片 

7/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體育 在家中進行體適能訓練 體適能網頁 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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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再生能源標語設計 工作紙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戲劇 戲劇欣賞 觀看錄像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普通話 單元四：小小發明家(說話

練習) 

「說說看」影片及錄音練習 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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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六 議論方法(一) 閱讀《想和做》（課文、粵/普朗讀音效檔、簡報、

工作紙）、 

視訊練習（google form 題目及視頻）、 

聆聽練習（google form 題目及音效）、 

閱讀報告（「每日一篇」-認識中國歷史名人及作

家）、 

智愛中文平台 

24/2/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填寫

Google 表單、 

完成網上練習 

英國語文 New Treasure Plus Unit 5 

Grammar & Success in 

Grammar Unit 5 

New Treasure Plus (p.14-19) & Success in Grammar 

(p.81-96)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數學 續立體圖形 影片、簡報及工作紙和測驗 29/2/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通識教育 香港的政治制度 課本第三章 p.36-52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綜合科學 14.4 塑膠帶來的問題 簡報、網上功課 1/3/2020 完成網上練習 

中國歷史 第一次國共合作及國民革

命軍北伐 

觀看教學影片後，完成工作紙。 28/2/2020 填寫 Google 表單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雅集網上練習 28/2/2020 完成網上練習 

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部

分) 

簡報(預習) 

完成 google form 

29/2/2020 填寫 Google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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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4.3 分工的種類及分工的

好處 

觀看簡報/短片後，完成相關課業 1/3/2020 填寫 Google 表單 

商業 有限公司 簡報及工作紙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科技與生活 雷射砌割機的認識 根據筆記認識物料完成問答 7/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體育 在家中進行體適能訓練 在家中進行體適能訓練 1/3/2020 上載檔案至 Google 

Classroom 

視覺藝術 T 恤設計草稿(上色) 工作紙 16/3/2020 復課後交科任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