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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停課期間電子學習活動一覧表 (16/3/2020-19/4/2020) 

 

說明︰ 

1. 第一階段( 10/2 -1/3)活動以黑色字標示; 

2. 第二階段(2/3 -15/3)活動以紫色粗體字標示； 

3. 第三階段(16/3 – 19/4)活動以橙色粗體字標示； 

4. 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同時進行的活動以綠色粗體字標示； 

5. 藍色粗體字代表活動次數 

 

中一 

科目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F.1 中國語文 1. 燕詩 (一) 

2. 燕詩 (二) 

1. 燕詩工作紙 

2. 智愛網上閱讀 2 月份 (十篇) 

3. 自主閱讀報告一份 

曹順祥老師  

 3. 作文─《重遊小學校園》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E-qhiHWGW_-

RWWobE5a330gqMqaGeb/view?usp=sharing 

4. 作文──《重遊小學校園》400

字起 

5. 智愛網上閱讀 3 月份 (十篇) 

簡振昌老師 作文請用學校原稿紙

書寫 

 3. 說明單元《故宮博物院》錄像 6. 智愛網上閱讀 4 月份(10 篇) 

7. 《故宮博物院》工作紙 

8. 第二篇自主閱讀報告 

 

柯娟雯老師 若無《自主閱讀記錄

冊》可以原稿紙或其

他紙張代替 

F.1 English 1. Edpuzzle exercise (X3)  

2. Grammar videos plus Kahoot grammar exercise 

(X3) 

3. Quizlet (X3) 

1. Weekend reading exercise (X2) 

2. Free writing (X1) 

Ms. Louie 

K.Y., 

Mr. Lai M.C., 

Ms. Leung S.F. 

 

Homework 

arrangement is sent 

via Google Classroom  

 4. HKEdCity English Campus TV News - 

Module 14 (4/2) 

5. HKEdCity English Campus TV News - 

Module 15 (11/2) 

 

3. Weekend Reading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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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F.1 English 6. Grammar Videos (X 1-3) 1. Grammar exercise (unit 8, 19,21) 

2. Reading Comprehension (X1) 

3. Free writing (X1) 

4. Vocabulary exercises (Unit 7) (x1) 

Ms. Louie 

K.Y., 

Mr. Lai M.C., 

Ms. Leung S.F 

Homework 

arrangement is sent 

via Google Classroom  

F.1 Maths 

(1A) 
教學短片 Quick Practice / Pearson WS 伍志毅老師、 

林嘉樂老師 

 

  網上測驗   

F.1 Maths 

(1B) 
Google Classroom,教學短片 Quizizz, WS 鍾曉輝老師  

 Zoom 實時教學 課本練習, WS   

F.1 Maths 

(1C) 
教學短片 Quick Practice, 網上學習平台 鄒敬思老師  

F.1 Maths 

(1D) 
教學短片 Quick Practice, Textbook Ex., 網

上學習平台 

林嘉樂老師  

  網上練習   

F.1 通識 1. 錄播課堂影片 - 初中通識學堂之時事評論題

型拆解 

1. 工作紙 

2. 自學工作紙 (青少年成長) 

張嘉蕙老師 2 月 10 日發出指引 

3 月 2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組

訊息) 

 2. 錄播課堂影片 - 人際關係 3. 工作紙  3 月 2 日發出指引 

3 月 16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組

訊息) 

 3. 錄播課堂影片-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4. 工作紙  3 月 16 日發出指引 

4 月 20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組

訊息) 

F.1 中史 影片：秦始皇統一中國 1. 工作紙 

評價秦始皇(400 字) 

 

馮家輝老師 Googl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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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F.1 中史 影片：孔子 2. 網上偉人 ---- 孔子 

3. 評價孔子 (400 字) 

馮家輝老師 Google Drive 

 影片：列國變法 4. 網上偉人 ---- 商鞅 

5. 評價商鞅(400 字) 

  

F.1 地理 地理科網上學習活動一次 地理科網上練習兩次 徐珊珊老師  

 地理科網上學習活動一次 地理科網上練習一次   

 地理科網上學習活動 2 次 

教學示範地圖閱讀技能單元一和附加筆記 3 次 

地理科網上練習 3 次 

地理科家課練習 3 次 

 有關活動及功課詳情

會透過 eclass  向同

學發放訊息 

F.1 歷史 網上溫習影片-四大文明 1. 網上溫習影片跟進練習 

電子作業-石器時代及香港傳統的

農村生活 

劉俊輝老師、 

柯娟雯老師 

請開啟 

Google Form 

 翻轉課堂-新月帝國 相關網上資料題-新月沃土文明   

 教學影片：1. 新月沃土 相關練習-1.新月沃土文明  E-Class Email 

F.1 Integrated 

Science 
PowerLesson 2 : 停課不停學系列 1 至 11 觀看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動畫後

自學，完成 PowerLesson 2 中的

11 項功課。 

陳月蘭老師、 

謝凱老師、 

張泰洛老師、 

劉傲梅老師 

 

 PowerLesson 2 課堂:  

5.1 Basics of Energy 及 5.2 Energy Conversion 

功課 1: PowerLesson 2 

課堂: 5.1 Basics of Energy 及 5.2 

Energy Conversion 

 

 請同學透過

PowerLesson 2 平

台，分別進入課堂: 

5.1 Basics of Energy

及 5.2 Energy 

Conversion，從老師

授課的視頻，將討論

問題的答案，寫在課

本中，並從其他資源

中學習，在 3 月 20

日 9:00PM 前完成當

中的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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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F.1 Integrated 

Science 

PowerLesson 2 課堂: 5.3 Heat Transfer、5.4 

Energy Sources 及 6.1 Particle Theory 

功課 2:  PowerLesson 2 

課堂: 5.3 Heat Transfer、5.4 

Energy Sources 及 6.1Particle 

Theory 

 

 請同學透過

PowerLesson 2 平

台，分別進入課堂: 

5.3 Heat Transfer、

5.4 Energy Sources

及 6.1 Particle 

Theory，從老師授課

的視頻，將討論問題

的答案，寫在課本

中，並從其他資源中

學習，在 4 月 17 日

9:00PM 前完成當中

的小測。 

 

所有課堂小測的成績

將會計入平時小測分

數中。 

F.1 資訊科技 1. 筆記(一) :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會成為全球

流行病嗎？ 

1. 功課一: 透過使用試算表製作一

個表格，統計和計算由 1 月 20

號至 4 月 19 號，香港確診感染

武漢肺炎的人數。 

2. 功課二: 透過使用試算表製作一

個圖表 (例如直線圖、折線圖、

圓形圖和棒形圖等等)，描述香

港確診武漢肺炎的上升趨勢(由

1 月 20 號至 4 月 19 號) 。 

鄧國良老師、 

文達聰老師、 

謝凱老師、 

張泰洛老師 

透過 eClass 傳送 

 

繳交日期 : 

27-4-2020 

 2. 筆記(二) : Excel 不同圖表不同使用時機，我

的報表適合什麼圖形？ 

3. 功課三: 透過使用簡報從而介紹

一般市民如何防止感染武漢肺炎

傳染病。 

(簡報頁數：最少八頁、包括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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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題，作者，內容和感想等等) 

F.1 資訊科技 3. 筆記(三) : 不同表格的範例 4. 請用表格形式分析家居工作對僱

主和僱員的優點和缺點，同時他

們(僱員)需要購買什麼設備？將

答案儲存在 MS Word 檔案內。 

(提示:網上搜尋 SOHO 一族) 

鄧國良老師、 

文達聰老師、 

謝凱老師、 

張泰洛老師 

透過 eClass 傳送 

 

繳交日期 : 

27-4-2020 

F.1 宗教及生

命教育 

1. 路加福音 5-7 章 1. 工作紙 三份(每章一份) 

(佔平時分 30 分) 

朱孟強老師 1. 3 月 9 日發出指

引，3 月 22 日前

繳交 

2. 3 月 23 日發出指

引，4 月 5 日前

繳交 

3. 4 月 6 日發出指

引，4 月 19 日前

繳交 

 

存放位置：Google 

Drive 

F.1 視覺藝術 1. 教學短片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_Anz4-

ItA9GrAEXHw2yga4qPbR9Bo75E 

2. 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KSMAhoZon-

8bX5O7T0ms9gDVleL6mM1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XXlyJc8Mc2cepiGC7

7aNDXf9tTJrWvN 

 

中國書畫短片 

1. 自學畫簿 (Visual Diary) 

23/1 至 2/2：共兩頁 

3/2 至 1/3：共四頁 

呈交日期：17/3 

2. 2/3 至 15/3：共二份工作紙 

先觀看「教學短片」，然後做工

作紙 

呈交日期：17/3 

 

3. 16/3 至 20/4 :  

一份工作紙及二份評鑑 

先看「中國書畫」短片，然後

陳偉民老師 所有自學形式均不宜

外出，如：搜集資料

及參觀展覽等。 



頁 41 之 6 

科目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做中國書畫工作紙 

呈交日期：20/4 

F.1 音樂 1. 三月：觀看肢體拍打 (Body Percussion) 影

片，認識肢體拍打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

2VsE2y-U 

1. 自行錄影（可加任何效果於影

片中），拍攝一段影片包括 2 個

元素，並以個人形式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 模仿： 

跟著肢體拍打教學影片，學習

簡單肢體拍打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zsXOehynKJ8 

⚫ 創作：(任選一個 level) 

Level1 -- 自行創作 16 小節

（4 個 4 拍）不同肢體拍打的

節奏 

Level2 -- 創作肢體拍打節奏

並加入樂曲之中 e.g.: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tT2Fp-AXzGM 

林建欣老師 交功課日期：

27/3/202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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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 

級別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F.2 中國語文 1. 桃花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0vmrpsXdg 

2. 習慣說(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cdDXnDbSE 

3. 習慣說(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HxobRCi_c 

1. 桃花源記語譯及課後題 1-7 

2. 習慣說語譯及課後題 1-4 

3. 自主閱讀報告一份 

4. 智愛網上閱讀 2 月份 

周君敏老師 1. 清明工作紙 

2. 徵文「童年」

(2A 班) 

3. Padlet 隨筆

(2A 班) 

 4. 作文──《雨過天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8qFngPCA64 

  

5. 作文──《雨過天晴》450 字起 

6. 智愛網上閱讀 3 月份(10 篇) 

楊玉婷老師 作文請用學校原

稿紙書寫 

 5. 說明單元《黃山》錄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3gwzaJJKs 

7. 《黃山》工作紙 

8. 第二篇自主閱讀報告 

周君敏老師 若無《自主閱讀

記錄冊》可以原

稿紙或其他紙張

代替 

F.2 English 1. Edpuzzle exercise (X2)   

2. Video lesson (X2) 

3. i-Learner exercise (X10) 

4. Google form (X2) 

5. Quizlet (X3) 

1. Unit 3. Long Writing (play script) (X1) 

2. Grammar exercise (X2) 

3. Weekend reading exercise (X2) 

4. Vocabulary revision exercise (X3) 

5. i-Learner exercise (X10) (To be 

submitted before 1/3) 

Miss Yeung 

W.Y., 

Ms. Chan 

S.W., 

Miss Ma K.Y. 

Homework 

arrangement is 

sent via Google 

Classroom 

 6. Online Live lesson (Zoom) (X2) 6. i-Learner exercise (X10) (To be 

submitted before 15/3) 

7. Grammar exercise (X2) 

  

 7. Online Live lesson (Zoom) (X2) 

8. Quizlet (Unit 4) (X1) 

8. Listening short tasks (X5) 

9. Writing (personal letter) (X1) 

  

F.2 Maths (2A) google classroom, 教學短片 Quizizz, WS 鍾曉輝老師  

 Zoom 實時教學 課本練習, WS   

F.2 Maths (2B) 教學短片 Quick Practice 張仕虹老師  

  WS (詳情請留意 Google Classroom 及

WhatsApp group 宣佈) 

  

F.2 Maths (2C) 教學短片 Quick Practice / Pearson WS 伍志毅老師  

  網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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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F.2 Maths (2D) 教學短片 Google Classroom 發放教學影片&接

收功課 

張泰洛老師  

F.2 通識 1. 錄播課堂影片 - 初中通識學堂之專題研習

及生活素質概論 

1. 電子簡報 (X2) 陳偉文老師 2 月 6 日發出指

引 

3 月 2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

群組訊息)  

 2. 錄播課堂影片-- 生活素貿 2. 工作紙  3 月 2 日發出指

引 

3 月 16 日前繳

交 

(詳情另見各班

群組訊息) 

 3. 錄播課堂影片-- 今日香港 3. 工作紙  3 月 16 日發出

指引 

4 月 20 日前繳

交 

(詳情另見各班

群組訊息) 

F.2 中史 1. 影片：五代十國 1. 工作紙 

2. 評價唐玄宗 (500 字) 

馮家輝老師 Google Drive 

 2. 影片：王安石變法 3. 網上偉人 ---- 王安石 

4. 評價王安石 (500 字) 

  

 3. 影片：貞觀之治 5. 網上偉人 ---- 唐太宗 

6. 評價唐太宗(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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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F.2 地理 地理科網上學習活動五次 

1.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2.1 中國的水資源 

2.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3.2 中國的水問題 

3.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3.5 中國的水問題 

4.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4 應付水問題的措施 

5.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4.3 (II) 應付水問題的

措施 

1. 利用 Google Forms 進行地理科

網上練習五次 

 

劉俊輝老師、 

司徒燕莉老師 

 

  地理科網上學習活動兩次 

6. 核心 3 - 糧食問題 單元 1 農業系統及農業類型 

7. 核心 3 - 糧食問題 單元 2 中國主要的農業地區 

2. 利用 Google Forms 進行地理

科網上練習兩次 

 

  

 地理科網上學習活動 9 次  

8.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2.1 中國的水資源 

9.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3.2 中國的水問題 

10.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3.5 中國的水問題 

11.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4 應付水問題的措施 

12. 核心 4 - 水的煩惱 

單元 4.3 (II) 應付水問題的措施 

13. 核心 3 - 糧食問題 

單元 1 農業系統及農業類型 

14. 核心 3 - 糧食問題 

單元 2 中國主要的農業地區 

15. 核心 3 - 糧食問題 

單元 3 中國的糧食生產及面對的問題 

16. 核心 3 - 糧食問題 

單元 4 科學化耕作方法的好處及問題 

 

3. 利用 Google Forms 進行地理

科網上練習 9 次 

 有關活動及功課

詳情會透過 

eclass 和

whatsapp 群組

向同學發放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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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F.2 歷史 Edpuzzle-溫習影片-復興的巨人 1. Edpuzzle-溫習影片跟進練習 

電子作業 - 文藝復興 

朱孟強老師 請開啟 

Google 

Classroom 

 教學影片：初探啟蒙運動 相關網上資料題-啟蒙運動   

 教學影片：法國大革命 相關練習- 

1.法國大革命背景課後工作紙 

2.法國大革命成因課後工作 

3.法國大革命爆發課後工作紙 

 請開啟 

Google 

Classroom 

F.2 資訊科技 1. 筆記(一) :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會成為全球流

行病嗎？ 

1. 功課一: 透過使用試算表製作

一個表格，統計和計算由 1 月

20 號至 4 月 19 號，香港確診

感染武漢肺炎的人數。 

2. 功課二: 透過使用試算表製作

一個圖表 (例如直線圖、折線

圖、圓形圖和棒形圖等等)，描

述香港確診武漢肺炎的上升趨

勢(由 1 月 20 號至 4 月 19

號) 。 

鄧國良老師、 

文達聰老師、 

謝凱老師、 

張泰洛老師 

透過 eClass 傳送 

 

繳交日期 : 

27-4-2020 

 2. 筆記(二) : Excel 不同圖表不同使用時機，我的

報表適合什麼圖形？ 

3. 功課三：透過使用簡報從而介

紹一般市民如何防止感染武漢

肺炎傳染病。 

(簡報頁數：最少八頁、包括標題，

作者，內容和感想等等) 

  

 3. 筆記(三) : 不同表格的範例 4. 請用表格形式分析家居工作對

僱主和僱員的優點和缺點，同

時他們(僱員)需要購買什麼設

備？將答案儲存在 MS Word

檔案內。 

(提示:網上搜尋 SOHO 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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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Integrated 

Science 

1. Google Classroom: Form 2 IS-STEM 解難專題

研習」: 傳熱的原理及應用 

觀看以下視頻: 
https://cloud.aristo.com.hk/eQuiz/Science_fc/popup_detail.

aspx?id=W9XV3d&lang=TC&f=t 

1. 觀看學習活動所指定的視

頻、進行自學，製作

PowerPoint1 再在 3 月 1 日

9:00PM 前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Form 2 IS-STEM

解難專題研習) 

陳月蘭老師、 

劉傲梅老師、 

勞佩珊老師 

學生須加入

google 

classroom: Form 

2 IS-STEM 解難

專題研習，代碼

是 2nui2at，加

入課程。 F.2 Integrated 

Science 
2. PowerLesson 2 : 課堂 9.1 Common acids and 

alkalis 中有四個活動 

2. 功課 1: 進入課堂 9.1 

Common acids and alkalis，

觀看完學習視頻後，完成

Quiz for the videos，然後透

過 Ch 9.1 teaching materials

自學後，完成 Revision quiz 

for Ch 9.1 (3 月 13 日 9:00PM

前完成)。 

3. 功課 2: 在 PowerPoint1 中加

入解決第二部份的問題及難

題的答案，製作

PowerPoint2，並須在 3 月 13

日 9:00PM 前上傳功課至

Google Classroom (Form 2 

IS-STEM 解難專題研習

assignment 2) 

 

 

 3. PowerLesson 2 : 課堂: 9.2 Acid-alkali 

Indicators and pH Scale 及 9.3 Neutralization 

4. 請同學透過 PowerLesson 2 平

台，分別進入課堂: 9.2 Acid-

alkali Indicators and pH Scale

及 9.3 Neutralization，從老師

授課的視頻，將討論問題的

答案，寫在課本中，並從其

他資源中學習，在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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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PM 前完成當中的小測。 

這些課堂小測的成績將會計

入平時小測分數中。 

F.2 宗教及生

命教育 

1. 路加福音 13-15 章 1. 工作紙 三份(每章一份) 

(佔平時分 30 分) 

林建欣老師 1. 3 月 9 日發出

指引，3 月

22 日前繳交 

2. 3 月 23 日發

出指引，4 月

5 日前繳交 

3. 4 月 6 日發出

指引，4 月

19 日前繳交 

 

存放位置： 

Google Drive 

F.2 視覺藝術 我和藝術有約—中國剪紙藝術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mh8axSW0Ud-

k7pCqDOWV34TW5Gr_Xfo 

自學畫簿 (Visual Diary) 

2A 及 2C  共十二頁 

呈交時期：25/3 

2B 及 2D  3/2 至 2/3：共八頁 

2/3 至 15/3：共四頁 

(自行用白紙完成，回校再貼回畫

簿上) 

呈交期日：20/3 堂上交 

中二全級  

先觀看「我和藝術有約—中國剪

紙藝術」，製作動物剪紙兩張，

貼在自學畫簿 (Visual Diary) 

內。 

 

 

胡春韻老師、 

陳燕明老師 

所有自學形式均

不宜外出，如：

搜集資料及參觀

展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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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視覺藝術 我和藝術有約—中國剪紙藝術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mh8axSW0Ud-

k7pCqDOWV34TW5Gr_Xfo 

 

剪紙示範(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LvaytBsB4 

 

剪紙示範(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IjsRmcyCE 
 

自學畫簿(Visual Diary) 

2A 及 2C  共十二頁 

呈交時期：25/3 

2A 及 2C 另多加四頁 

         合共十六頁 

呈交日期：復課後交 

 

2B 及 2D   

3/2 至 2/3：共八頁 

2B 及 2D 

2/3 至 15/3：共四頁 

2B 及 2D 

16/3 至 20/4：共六頁 

(自行用白紙完成，回校再貼回畫

簿上) 

呈交期日：復課後堂上交 

 

中二全級  

先觀看「我和藝術有約—中國剪

紙藝術」，製作動物剪紙兩張，

貼在自學畫簿(Visual Diary)內。 

中二全級 

先觀看兩段剪紙示範短片，再剪

出片中的剪紙作品各一個。 

呈交日期：復課後堂上交 

 所有自學形式均

不宜外出，如：

搜集資料及參觀

展覽等。 

F.2 音樂 1. 三月：觀看已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的舊曲

新詞影片--「有沒有口罩一個給我」 

1. 自行選取一首舊曲，並創作新

詞（最少一段正歌+副歌），拍攝

一段影片/錄音唱出新詞（可清唱

/配合純音樂錄唱） 

⚫ 把新詞及分組名單

林建欣老師 交功課日期：不

遲於 27/3/2020 

(五) 

 

建議留在家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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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個人形式）

先填在 Google form 

上：

https://forms.gle/aVaA

XRAu5jDCu2Mx8 

⚫ 把影片（可加任何效

果於影片中）/錄音上

載至 Google 

Classroom 課業之中 

自拍攝，避免外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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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中國

語文 

1. 孔明借箭 

2. 作口「疫情過後」 

1. 孔明借箭工作紙 

2. 作文—疫情過後 

3. 智愛網上閱讀 2 月份(十篇) 

柯娟雯老師  

 3. 《賣柑言者》成語：金玉其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8NBIRfZLmY 

 

4. 《賣柑言者》工作紙(附參考筆記) 

5. 自主閱讀報告一份 

6. 智愛網上閱讀 3 月份(十篇) 

張嘉蕙老師 若無《自主閱讀

記錄冊》，可以

原稿紙代替 

 4. 小說單元之小說三要素錄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I5OFSRzSKg 

7. 小說單元延伸工作紙 

8. 第二篇自主閱讀報告(限 3B,3C,3D) 

施養蔚老師 若無《自主閱讀

記錄冊》可以原

稿紙或其他紙張

代替 

F.3 

English 

1. Edpuzzle exercise (X2)  

2. i-Learner exercise (X10)  

3. Grammar video (X4)  

4. Quizlet (X1)  

1. TSA listening exercise (X2)  

2. Short Listening task (X2)  

3. Weekend reading exercise (X3)  

4. Unit 6 Vocabulary exercises (X3)  

5. i-Learner exercise (X10)  

Ms. Chau 

T.M.,  

Ms. Yeung 

S.K.,  

Mr. Lai 

M.C.  

Homework 

arrangement is 

sent via Google 

Classroom 

 5. Grammar Video (X2) 6. TSA listening exercise (X1) 

7. Short Listening task (X1)  

8. Weekend reading exercise (X2) 

9. Grammar exercise (X2) 

  

 6. Teaching video (X2) 

7. I-learner exercise (X10) 

10. Writing (X1) 

11. Listening exercise (X2) 

12. Reading exercise (X2) 

13. Grammar exercise (X3) 

14. I-learner exercise (X10) 

  

F.3 Maths 

(3A) 
教學短片 Pearson WS 林嘉樂老師  

F.3 Maths 

(3B) 
Ch7,8 教學短片 WS 劉德祺老師  

F.3 Maths 

(3C) 
教學短片 Pearson WS 林嘉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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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Maths 

(3D) 

教學短片 Quick Practice  

＋網上測驗 

伍志毅老師  

 

 

F.3 通識 1. 錄播課堂影片-初中通識學堂之咖啡中的貧

與富 

1. 工作紙 

2. 時事評論工作紙 

陳偉文老師 

周俊偉老師 

2 月 10 日發出指

引 

3 月 2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

群組訊息) 

 2. 錄播課堂影片 - 經濟全球化 3. 工作紙 周俊偉老師 3 月 2 日發出指

引 

3 月 16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

群組訊息) 

 3. 錄播課堂影片 - 文化全球化 4. 工作紙  3 月 16 日發出指

引 

4 月 20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

群組訊息) 

F.3 生物

/Bio 

 

1. Video lectures on enzymes & metabolism 

(X2) 

1. PowerLesson 2 (MC, Fill-in-the-blank 

questions) (X2) 
劉傲梅老師 

嚴樹榮老師 

 

 2. Video practical on enzymes (X1) 2. PowerLesson 2 (MC, Fill-in-the-blank 

questions) (X1) 

  

 3. Video lectures on enzymes & metabolism 

(X3) 

3. PowerLesson2 (MC, Fill-in-the-blank 

questions) (X3) 

  

F.3 化學

/Chem 

(3A, 3B) 

第五課：原子結構 (三套教學短片) 兩份網上 MC 功課及完成第五課筆記 (3B) 黃育金老師 

姚雅藍老師 

PowerLesson 2 

and  

google Classroom 

 第六課：週期表 6.1-6.3 (一套教學短片) 一份網上 MC 功課及第五課筆記 P.13-15   

 第六課：週期表 6.4-6.8 (4 套教學短片) 

 

3AB:2 份網上 MC 功課及第六課筆記 P.16-21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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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化學

/Chem 

(3C, 3D) 

Unit 5: Atomic structure (6 teaching videos) 

 

2 sets of on-line exercises and the exercises on 

notes 

勞佩珊老

師、 

姚雅藍老師 

PowerLesson 2 

and google 

Classroom 

 Unit 6: Periodic table 6.1-6.3 (1 video) 1 set of on-line exercise and the exercises on 

notes 

  

 Unit 6: Periodic table 6.4-6.8 (2 videos) 3CD: 2 sets of on-line exercises   

F.3 物理

/Phy 

教學短片(X1) 

 

多項選擇題目(QUIZZIZ 平台) (X2) 鍾曉輝老

師、 

張泰洛老師 

 

 教學短片(X1) 

 

多項選擇題目(QUIZZIZ 平台) (X1)   

 教學短片(X3) 多項選擇題目(QUIZZIZ 平台) (X4)   

F.3 企

業、會計

與財務概

論科 

1. 商業教育短片：王維基 1. 影片工作紙 

2. 個案研究工作紙一 

3. 個案研究工作紙二 

鄭詠欣老師 Google Drive,  

eClass 平台內的

BAFS Classroom 

 2. 商業教育短片：免費手機 Apps 4. 影片工作紙二 

5. 個案研究工作紙三 

6. 個案研究工作紙四 

  

 3. 商業教育短片：咖啡熱潮 7. 影片工作紙三 

8. 個案研究工作紙五 

9. 個案研究工作紙六 

 Google Drive & 

eClass 平台內的

BAFS 

Classroom/eClass 

Email 

 

 

F.3 中史 1. 影片：帝制的終結 1. 工作紙 

2. 評價孫中山(600 字) 

馮家輝老師 Google Drive 

 2. 影片：鴉片戰爭 3. 網上偉人 ---- 林則徐 

4. 評價林則徐 (600 字) 

  

 3. 影片：統一大業 5. 網上偉人 ----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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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價康熙(600 字) 

F.3 經濟 1. 啟發短片 Inspiring Video 

腦震盪 3.3：私人企業 

微觀經濟學 1 

第三章：廠商的所有權形式 

1. 鞏固練習 

廠商的所有權 

2. 網上測驗 Online Test💯 

http://e-aristo.hk/r/econ2ndot.c 

周俊偉老師 有關活動及功課

詳情會透過

whatsapp 群組向

同學說明 

 2. 短片：資金來源+有限_無限責任 3. 廠商的所有權 MC   

 3. 短片：稅收的種類 4. 稅收的種類工作紙   

F.3 地理 地理科網上學習活動五次 

1. 核心 2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1 自然災害 

2. 核心 2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2 熱帶氣旋 

3. 核心 2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3 香港的地

勢與山泥傾瀉 

4. 核心 2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3 與山泥傾

瀉為鄰 

5. 核心 2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3 香港山泥

傾瀉個案 

1. 利用 Google Forms 進行地理科網上練習五

次 

司徒燕莉老

師 

 

 地理科網上學習活動兩次 

6. 核心 2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4 地震 

7. 核心 2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5 人們仍在

災害頻生地區居住的原因 

2. 利用 Google Forms 進行地理科網上練習兩

次 

  

 

 

 

 

 

 

 

 

 

 

 

地理科網上學習活動 9 次  

8. 核心 2 -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1 - 自然災害 

9. 核心 2 -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2 - 熱帶氣旋 

10. 核心 2 -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3 - 香港的地勢與山泥傾瀉 

11. 核心 2 -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3 - 與山泥傾瀉為鄰  

12. 核心 2 - 與自然災害共處 

3. 地理科網上練習 7 次  有關活動及功課

詳情會透過 

eclass 向同學發

放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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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地理 單元 3 - 香港山泥傾瀉個案 

13. 核心 2 -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4 地震 

14. 核心 2 -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5 人們仍在災害頻生地區居住的原

因 

15. 選修 2 -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單元 1 香港的氣候變化 

16. 選修 2 -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單元 2 全球氣候變化 

F.3 歷史 1. 網上溫習影片 - 第一次世界大戰 1. 網上溫習影片跟進練習 

2. 電子作業 - 第一次世界大戰 

梁愷儀老師 

吳碩駿老師 

請開啟 

Google 

Classroom 

 2. 教學影片：一次大戰影響 3. 相關網上資料題 - 一次大戰影響   

 3. Edpuzzle-教學影片：1.衰退啟示錄 4. 相關練習-1.衰退啟示錄 

5.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因--經濟大衰退電子作

業 

 請開啟 

Google 

Classroom 

EdPuzzle 

F.3 資訊

科技 

1. 筆記(一) :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會成為

全球流行病嗎？ 

1. 功課一 : 透過使用試算表製作一個表格，

統計和計算由 1 月 20 號至 4 月 19 號，香港

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的人數。 

2. 功課二 : 透過使用試算表製作一個圖表 

(例如直線圖、折線圖、圓形圖和棒形圖等

等)，描述香港確診武漢肺炎的上升趨勢(由

1 月 20 號至 4 月 19 號) 。 

鄧國良老

師、 

文達聰老

師、 

謝凱老師, 

張泰洛老師 

透過 eClass 傳送 

 

繳交日期 : 

27-4-2020 

 2. 筆記(二) : Excel 不同圖表不同使用時機，

我的報表適合什麼圖形？ 

3. 功課三 : 透過使用簡報從而介紹一般市民

如何防止感染武漢肺炎傳染病。 

(簡報頁數：最少八頁、包括標題，作者，內容

和感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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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資訊

科技 

3. 筆記(三) : 不同表格的範例 4. 請用表格形式分析家居工作對僱主和僱員的

優點和缺點，同時他們(僱員)需要購買什麼

設備？將答案儲存在 MS Word 檔案內。 

(提示:網上搜尋 SOHO 一族) 

  

F.3 宗教及

生命教

育 

1. 路加福音 21-23 章 1. 工作紙 三份(每章一份)  

(佔平時分 30 分) 

朱孟強老師 1. 3 月 9 日發出

指引，3 月

22 日前繳交 

2. 3 月 23 日發

出指引，4 月

5 日前繳交 

3. 4 月 6 日發出

指引，4 月

19 日前繳交 

 

存放位置： 

Google Drive 

F.3 視覺

藝術 

我和藝術有約—現代藝術是怎麼回事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EZAm88 

KaMczvOoBQ94diuvM1aHg06Eun 

自學畫簿(Visual Diary) 

3/2 至 1/3：共八頁 

2/3 至 15/3：共四頁 

(自行用白紙完成，回校再貼回畫簿上) 

呈交期日：復課後堂上交  

3A 3/3, 3B 6/3, 3C 13/3, 3D 10/3 

先觀看「我和藝術有約—現代藝術是怎麼回

事」，將答案寫在自學畫簿(Visual Diary)內。 

陳燕明老師 所有自學形式均

不宜外出，如：

搜集資料及參觀

展覽等。 

 素描示範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Pyw0hLjNU 

先觀看素描示範短片，再用 A5 大小白紙及

HB 鉛筆，素描「紙巾」或「口罩」一張 

呈交期日：復課後堂上交 

 所有自學形式均

不宜外出，如：

搜集資料及參觀

展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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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音樂 1. 三月： 

⚫ 欣賞雞丁拍攝的 MV，重溫 Rap 的課

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PIP8rEc08 

⚫ 觀賞’Google classroom’音樂製作，學習

頻現節奏句（Ostinato）的音樂創作技

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i76A4JUqqE 

⚫ 鞏固頻現節奏句（Ostinato）的音樂概

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K2IOfGTRIs 

⚫ Beatbox 的例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B58kMx8ZU 

1. 利用頻現節奏句（Ostinato）學習 Beatbox 技

巧，並錄製影片拍攝自行創作的 beatbox 節

奏句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選擇模仿或

創作都可以： 

⚫ 模仿： 

跟著 Beatbox 教學影片，學習簡單 Beatbox

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iTA7uVx9c 

⚫ 創作：(任選一個 level) 

Level1 -- 自行創作 16 小節（4 個 4 拍）

Beatbox 節奏 

Level2 -- 創作 Beatbox 節奏並加入樂曲之

中  e.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cblzukoJqA 

林建欣老師 交功課日期：

27/3/2020 (五) 

 

功課以個人形式

繳交至 Google 

Classroom 課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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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中國語文 1. 魚我所欲也 

2. 作文「口罩」 

1. 魚我所欲也工作紙 

2. 作文--「口罩」 

廖玉明老師 請用學校原稿紙書

寫 

 3. 《廉頗藺相如列傳》錄像 

完璧歸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iYXLZ05OU 

澠池之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Ju2U090Uk 

負荊請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Tz2sNg2Eo 

3. 《廉頗藺相如列

傳》工作紙三份 

施養蔚老師  

 4. 綜合指導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xED2kLcEaQ 

5. 綜合錄音：
https://www.mceducation.com.hk/chi20190604/paper3/CLP3_Lis

_M4.mp3 

4. 綜合練習(覆函) 

5. 校本評核閱讀報告

(自選書籍) 

廖玉明老師 綜合練習請以原稿

紙完成 

若無校本評核閱讀

報告工作紙，可以

原稿紙或其他紙張

代替 

F.4 English 1. Learner exercises (English) (X10) 

2. Collocation Notes (X1) 

3. Grammar video (X5) 

4. Quizlet (Unit 2 & 3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for the 

HKDSE) (X2) 

1. Grammar exercise 

(X10) 

2. i-Learner exercises: 

(Reading) (X10) 

3. Listening (X10) 

4. Writing (X10)  

Ms. Louie 

K.Y., 

Mr. Li L.K., 

Ms. Lee L.Y., 

Miss Yeung 

W.Y. 

Homework 

arrangement is sent 

via Google 

Classroom / 

WhatsApp  

 5. i-Learner exercise OR 

6. HKEdCity (English Campus) exercise (X5) 

7. Grammar video (X5) 

5. i-Learner exercise 

OR 

6. HKEdCity (English 

Campus) exercise 

(X5) 

7. Grammar exercise 

(X5–10) 

8. Weekend listening 

exercise (X2) 

  

 

 

8. Online live lesson (Zoom) (X1-3) 9. Grammar 

Worksheet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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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English 10. Writing exercise 

(X3) 

11. Speaking practice 

(X1) 

F.4 Maths/數學 

(4ABC1) 

教學短片(example 5.24-7.7) Pearson WS 林嘉樂老師 

 

 

 

F.4 Maths/數學 

(4ABC2,3) 

教學短片 1. WS 5.2 - 5.4 劉德榮老師、 

劉德祺老師 

 

 2. DSE 預習及 WS  

  5.2 - 5.4 HW +DSE 預

習 

  

F.4 Maths/數學 

(4D) 

教學短片 WS 5.2 - 5.3 + MC + 

DSE level 2 Ex. 

張仕虹老師  

  5.2 - 5.4+MC+DSE 

level 2 EX ＋ Ch.6 

WS+Ch.7 W.S.(詳情請

留 意 Google 

Classroom 及

WhatsApp group 宣

佈) 

  

F.4 Maths/數學 

(4M2) 

教學短片 supplementary exercise 

green book 

張仕虹老師  

  supplementary 

exercise (詳情請留意

Google Classroom 及

WhatsApp group 宣

佈) 

  

F.4 通識  1. 剪報工作紙 

(佔平時分 5 分) 

楊玉婷老師 2 月 10 日發出指引 

2 月 16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組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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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通識 錄播課堂影片-高中通識學堂之今日香港 2. 課後工作紙 

(佔平時分 5 分) 

賴寶伶老師 2 月 17 日發出指引 

2 月 23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組

訊息)  

 錄播課堂影片-高中通識學堂之題型拆解 3. 課後工作紙 

(佔平時分 5 分) 

謝駿杰老師 2 月 24 日發出指引 

3 月 1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組

訊息)  

 錄播課堂影片-高中通識學堂之房屋議題 4. 課後工作紙 

(佔平時分 5 分) 

楊玉婷老師 3 月 2 日發出指引 

3 月 15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組

訊息) 

 錄播課堂影片-高中通識學堂之題 5. 課後工作紙 

(佔平時分 5 分) 

謝駿杰老師 3 月 16 日發出指引 

4 月 19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組

訊息) 

F.4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科 

1. 商業教育短片：咖啡熱潮 1. 影片工作紙 

2. 個案研究工作紙一 

3. 個案研究工作紙二 

鄭詠欣老師 Google Drive & 

eClass 平台內的

BAFS Classroom 

 2. 商業教育短片：商場突圍策略 

3. 營商環境第四課簡報 

4. 營商環境第六課簡報 

4. 影片工作紙二 

5. 個案研究工作紙三 

6. 個案研究工作紙四 

7. 個案研究工作紙五 

8. 預習營商環境第四

課及完成第四課作

業 

9. 預習營商環境第六

課及完成第六課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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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科 

5. 商業教育短片：套餐文化 

6. 會計導論第一課簡報 

10. 影片工作紙三 

11. 個案研究工作紙

六 

12. 個案研究工作紙

七 

13. 個案研究工作紙

八 

14. 預習會計導論第

一課及完成第一課

作業 

 Google Drive  

& eClass 平台內的

BAFS Classroom/ 

eClass Email 

F.4 中史 1. 影片：開元盛世 1. 資料論述題習作(1) 

2. 資料論述題習作(2) 

馮家輝老師 Google Drive 

 2. 影片：諸葛亮治蜀 3. 網上偉人 ---- 諸葛

亮 

4. 評價諸葛亮 (800

字) 

  

 3. 影片：宋太祖 5. 網上偉人 ---- 趙匡

胤 

6. 評價趙匡胤(800 字) 

  

F.4 經濟 1. 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 

http://e-aristo.hk/r/econ2ndfc.c 

腦震盪 12.2.1：完全競爭 

微觀經濟學 3 

第十二章：市場結構 

1. 鞏固練習 

完全競爭與不完全

競爭市場 

2. 網上測驗 Online 

Test💯 
http://e-

aristo.hk/r/econ2ndot.c 

周俊偉老師 有關活動及功課詳

情會透過 whatsapp

群組向同學說明 

 2. 腦震盪 7.2：競爭性廠商的供應表微觀經濟學 2 

第七章：廠商的目標與擴張 

3. 腦震盪 7.2：競爭

性廠商的供應表 

短片附有之練習 

 

  

https://www.aristo.com.hk/eQuiz/economicsinlife2ed_flip/popup_detail.aspx?id=cwkzdb&lan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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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經濟 3. 短片：私人企業 4. 資料回應題：無印

良品的發展 

  

F.4 地理 1. 地理科網上加油站三次(第一章 機會與風險) 1. 地理科網上時事加

油站三次 

司徒燕莉老師  

 2. 地理科網上加油站一次(第八章 動態的地球) 2. 地理科網上時事加

油站一次 

  

 3. 地理科網上加油站 7 次 

⚫ 高中地理網上加油站(一） 

第一章 機會與風險 

日火山爆發多左個「新小島」 

⚫ 高中地理網上加油站(二） 

尼泊爾大地震 

⚫ 高中地理網上加油站(三） 

第一章 機會與風險 

智利強烈地震 

⚫ 高中地理網上溫習室（四） 

第八章 動態的地球 

近在咫尺的世界景觀 

(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 

⚫ 高中地理網上溫習室（五） 

大地的形成 

3. 地理科網上時事加

油站 7 次 

高中地理 

⚫ 機會與風險—居

住在災害頻生的

地區是否明智之

舉? 

剪報檔案、結構式

問題 

⚫ 第八章 動態的地

球 

4. 短文章問題 

 有關活動及功課詳

情會透過 eclass 

和 whatsapp 群組

向同學發放訊息 

F.4 歷史 1. Edpuzzle  - 溫習影片-魔鬼?英雄? 

2. 觀看歷史電影及電子書 (歐洲史) 

1. Edpuzzle - 溫習影

片跟進練習 

2. 電影及電子書閱讀

報告 (歐洲史) 

吳碩駿老師 請開啟 

Google Classroom 

 3. 教學影片： 

1. 經濟大衰退、2.元首的臉及 3.冷戰動畫 

 

 

 

3. 相關網上資料題 - 

1.經濟大衰退、2.元

首的臉 3.冷戰動畫 

  



頁 41 之 27 

級別 電子學習活動 網上功課 負責老師 備註 

F.4 歷史 4. Edpuzzle-教學影片：1.《安妮日記》書評 4. 相關網上資料題-1.

安妮日記書評 

5. 第一次世界大戰複

習資料回應題 

 請開啟 

Google Classroom 

EdPuzzle 

F.4 生物 

 

Content: Oxford Book 1B: Chapters 7 - 8  

1. Youtube video (X2) 

2. Aristo video (X1) 

3. Video lecture (X3) 

1. PowerLesson 2 

(MC, Fill-in-the-

blank questions) 

(X2) 

Long questions (X2) 

劉傲梅老師  

 4. Youtube video (X2) 

5. Video lecture (X2) 

2. PowerLesson 2 

(MC, Fill-in-the-

blank questions) 

(X3) 

  

 6. Youtube video (X4) 

7. Aristo video (X1) 

8. Video lecture (X5) 

9. Content: Oxford Book 1B: Chapters 7 - 8 

3. PowerLesson 2 

(MC, Fill-in-the-

blank questions) 

(X5) 

4. Long questions (X2) 

  

F.4 Bio Video & live online lectures on Chapters 8 & 9 (Aristo Book 

1B) (X4) 

1. PowerLesson 2 (MC, 

Fill-in-the-blank 

questions) (X2) 

Long questions (X2)  

嚴樹榮老師  

 Video & live online lectures on Chapters 8 & 9 (Aristo 

Book 1B) (X1) 

2. PowerLesson 2 

(MC, Fill-in-the-

blank questions) 

(X1) 

3. Long questions (X1)  

 

  

 Video & live online lectures on Chapters 8 & 9 (Aristo 

Book 1B) (X5) 

4. PowerLesson 2 

(MC, Fill-in-the-

blank questions) 

(X3) 

5. Long questions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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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化學/Chem 1. Unit 14 and 15: Acids and bases (3 teaching videos) 1. 2 sets of on-line 

exercises and the 

exercises on notes 

p.14-17 

勞佩珊老師 PowerLesson 2 and 

Google Classroom 

 2. Unit 14-16: Acids and bases (11 videos) 2. 2 sets of on-line 

exercises and the 

exercises on notes 

p.14-17 

  

 3. Unit 16: Salts and neutralization (2 videos) 

4. Unit 14-16: Exercises on textbook 2A page 38-43, 66-70, 

96-102. 

5. DSE Past Paper 

3. 1 set of on-line 

exercise 

  

F.4 物理/Phy 1. 教學短片(X3) 

 

1. 多項選擇題目

(QUIZZIZ 平台) 

(X3) 

長問答(傳統方法及

拍照上載) (X1) 

謝凱老師  

 2. 教學短片(X2) 

 

2. 多項選擇題目

(QUIZZIZ 平台) 

(X2) 

長問答(傳統方法及

拍照上載) (X2) 

  

 3. 教學短片(X5) 3. 多項選擇題目

(QUIZZIZ 平台) 

(X5) 

4. 長問答(傳統方法及

拍照上載) (X5) 

  

F.4 資訊及通訊

科技 

 

 

 

1. 筆記(一) :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會成為全球流行病

嗎？ 

 

1. 功課一: 透過使用

試算表製作一個表

格，統計和計算由

1 月 20 號至 3 月 15

鄧國良老師 

 

透過 e-class 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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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資訊及通訊

科技 

 

號，香港確診感染

武漢肺炎的人數。 

功課二: 透過使用

試算表製作一個圖

表 (例如直線圖、

折線圖、圓形圖和

棒形圖等等)，描述

香港確診武漢肺炎

的上升趨勢(由 1 月

20 號至 3 月 15

號) 。 

 筆記(二) : Excel 不同圖表不同使用時機，我的報表適合

什麼圖形？ 

2. 功課三: 透過使用

簡報從而介紹一般

市民如何防止感染

武漢肺炎傳染病。 

(簡報頁數：最少八

頁、包括標題，作

者，內容和感想等等 

簡報技巧：版面配

置、背景、文字藝術

師、圖片、動畫效

果、切換效果和表格

等等) 

  

 筆記(三) : 不同表格的範例 3. 功課四：中四選修

ICT 同學，請預習

藍色 ICT 課本

(Ch.11-13)，並完成

作業 Ch.11-13 (p.1-

20) 。 

老師會舉行兩次

 透過 e-class 傳送 

 

繳交日期： 

27-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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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教學時間，

分別是 3 月 6 日和

3 月 13 日，科任老

師會講解課文重點

和解答同學的提

問。 

 

F.4 宗教及生命

教育 

1. 約拿書 1-3 章 1. 工作紙 三份(每章

一份) 

(佔平時分 30 分) 

賴寶伶老師 1. 3 月 9 日發出指

引，3 月 22 日

前繳交 

2. 3 月 23 日發出

指引，4 月 5 日

前繳交 

3. 4 月 6 日發出指

引，4 月 19 日

前繳交 

 

存放位置： 

Google Drive 

F.4 視覺藝術 PowerPoint ～ 金昌烈水滴畫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9ksQKUbno 

影片 1 - 技法參考影片 (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fEM7yiry-U 

影片 2  - 技法參考影片 (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yRIyBOAMs 

影片 3  - 技法參考影片 (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FJAmC3yTU 

影片 4  - 習作(二) 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uR6RQpMsw 

影片 5 - 習作(三) 參考影片 

1. 聯想 Exercise(8) 5/2

呈交 

2. 繪畫(光與影) 13/2

呈交 

3. 聯想 Exercise(9) 

19/2 呈交 

4. 色彩感覺 Exercise

八幅  27/2 呈交 

5. 評賞課本 P.21 復課

後呈交 

6. 聯想 Exercise (10) 

胡春韻老師 eClass 已附參考資

料，習作可以 

email/whatsapp 拍

攝相片形式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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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呈交 

繪畫 (水珠)  12/3 

呈交 

 PowerPoint ～ 欣賞名畫中的布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7-UB4_gJpM 

影片 1-素描技法參考影片 (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bXnWSrMLA& 

list=RDCMUCRtrp1Fi5kaF8ewxkmfTYVg&index=1 

影片 2-繪畫技法參考影片 (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mUsHwqZEjI 

影片 3 -繪畫技法參考影片 (二) 

7. 聯想 Exercise (11)  

18/3 呈交 

8. 素描 (布褶)  26/3 

呈交 

9. 繪畫 (布褶)  23/4 

呈交 

10. 聯想 Exercise 

(12)  22/4 呈交 

 eClass 已附參考資

料，習作可以 

email/whatsapp 拍

攝相片形式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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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中國語文 1. 六國論(一) 

2. 六國論(二) 

3. 作文「口罩」 

1. 六國論工作紙 

2. 作文--「口罩」 

施養蔚老師 請用學校原稿紙

書寫 

 4. 《出師表》錄像 

上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OA2yCue0lk 

下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sBaXscb_U 

3. 《出師表》工作紙兩份   

 5. 綜合錄音： 

6. 《逍遙遊》錄像 

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tW6G3F0Us 

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fxWCfGpzU 

7. 《勸學》錄像 

段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PfIQ-Swj_g 

段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fFE0y4dNo 

段三：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44_NJ09cM 

4. 綜合練習(投稿分章) 

5. 《逍遙遊》重溫工作紙 

6. 《勸學》重溫工作紙 

7. 校本評核閱讀報告(自選

書籍) 

施養蔚老師 綜合練習請以原

稿紙完成 

若無校本評核閱

讀報告工作紙，

可以原稿紙或其

他紙張代替 

F.5 English 1. Grammar video (X2) 

2. Presentation video (X2)  

3. Presentation note (X1)  

1. Grammar exercise (X2)  

2. SBA (Mock): 

presentation 

Ms. Yeung S.K., 

Ms. Chau T.M., 

Ms. Lee L.Y., 

Miss Ma K.Y.  

Homework 

arrangement is sent 

via Google 

Classroom 

 4. Online Live lesson (Zoom) (X1) 3. Reading exercise (X2)  

4. Listening exercise (X1)  

5. Writing (X1) 

  

 5. Grammar Video (X2) 6. Listening exercise (X2) 

7. Reading exercise (X5) 

8. Grammar exercise 

(X2) 

9. Speaking practice (X1) 

  

F.5 Maths/數學 

(5ABC1,5D) 

教學短片 example 6.8-6.14 (5 videos) Lv2 exe (except WS12, 25) 鄒敬思老師  

  MC exe, Ch.6 – 7 WS   

 教學短片 Ch.7 (8 videos) Ch.7 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tW6G3F0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fxWCfGpz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PfIQ-Swj_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fFE0y4dN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44_NJ0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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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Maths/數學 

(5ABC2,3) 

教學短片 DSE 預習 劉德祺老師、 

劉德榮老師 

 

 預習 Ch5.4-6 教學短片 DSE 預習+WS   

F.5 Maths/數學 

(5M2) 

教學短片 example 10.1-19 (5 videos); HW:  1. Classwork 10.1-10.19 

2. Ex.10A (4,7,9,11,13,16) 

3. Ex.10B 

(4,5,7,11,19,20,24) 

鄒敬思老師  

  4. Ex.10C (1,3,8,11,13) 

5. Ex.10D (2,3,5,7,8,9) 

6. Quiz Ch.9 

  

 教學短片 Ch.11 7. Ch.10 Quiz   

F.5 通識  1. 剪報工作紙 

2. (佔平時分 5 分) 

楊玉婷老師 2 月 10 日發出指

引 

2 月 16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

組訊息) 

1. 錄播課堂影片-高中通識學堂之公共衛生 3. 課後工作紙 

4. (佔平時分 5 分) 

朱孟強老師、 

吳碩駿老師 

2 月 17 日發出指

引 

2 月 23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

組訊息) 

2. 錄播課堂影片-高中通識學堂之題型拆解 5. 課後工作紙 

6. (佔平時分 5 分) 

梁愷儀老師 2 月 24 日發出指

引 

3 月 1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

組訊息) 

 3. 錄播課堂影片-高中通識學堂之生活模式病 7. 課後工作紙 

8. (佔平時分 5 分) 

朱孟強老師 3 月 2 日發出指引 

3 月 15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

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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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通識 4. 錄播課堂影片-高中通識學堂之傳染病 1. 課後工作紙 

(佔平時分 5 分) 

吳碩駿老師 3 月 16 日發出指

引 

4 月 19 日前繳交 

(詳情另見各班群

組訊息) 

F.5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科 

1. 商業教育短片：商場突圍策略 2. 影片工作紙 

3. 個案研究工作紙一 

4. 個案研究工作紙二 

5. 必修練習 

鄭詠欣老師 Google Drive 

& 

eClass 平台內的

BAFS Classroom 

 2. 商業教育短片：套餐文化 

3. 財務管理第五課簡報 

4. 財務管理第六課簡報 

6. 影片工作紙二 

7. 個案研究工作紙三 

8. 個案研究工作紙四 

9. 個案研究工作紙五 

10. 預習財務管理第五課

及完成第五課作業 

11. 預習財務管理第六課

及完成第六課作業 

  

 5. 商業教育短片：免費手機 Apps 

6. 市場營銷管理第一課簡報 

12. 影片工作紙三 

13. 個案研究工作紙六 

14. 個案研究工作紙七 

 Google Drive & 

eClass 平台內的

BAFS Classroom/ 

eClass Email 

F.5 中史 影片：鴉片戰爭 1. 資料論述題習作(1) 

2. 資料論述題習作(2) 

 

馮家輝老師 Google Drive 

 影片：明太祖朱元璋 3. 網上偉人 ---- 朱元璋 

評價朱元璋 (800 字) 

 

  

 影片：收復台灣 4. 網上偉人 ---- 鄭成功 

5. 評價鄭成功(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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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經濟 1. 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 
http://e-aristo.hk/r/econ2ndfc.c 

腦震盪 19.3：中央銀行的職能 

宏觀經濟學 1 

第十九章：貨幣與銀行 

2. 啟發短片 Inspiring Video 

http://e-aristo.hk/r/econ2ndiv.c 

腦震盪 20.1：香港的貨幣供應 

宏觀經濟學 1 

第二十章：貨幣供應和貨幣需求 

1. 鞏固練習 

銀行功能與貨幣供應 

2. 網上測驗 Online Test💯 
http://e-aristo.hk/r/econ2ndot.c 

周俊偉老師 有關活動及功課

詳情會透過

whatsapp 群組向

同學說明 

 3. 短片：稅收的種類 3. 短片：稅收的種類附

有之筆記工作紙 

  

 4. 短片：經濟周期 4. 資料回應題：中國政

府推出刺激經濟的政

策 

  

F.5 地理 1. 地理科網上加油站 4 次: 

機會與風險 (X3), 對抗饑荒 (X1) 

地理科網上加油站 4 次  司徒燕莉老師  

 2. 地理網上溫習室 3 次: 

對抗饑荒 (X1), 河流與海岸 (X2), 

地理科網上加油站 2 次   

 3. 地理科網上加油站 7 次 

⚫ 高中地理網上加油站（四） 

第五章 對抗饑荒 

美國加州乾旱嚴重 

 

⚫ 高中地理網上溫習室（五） 

第二章 河流與海岸 

海岸環境(一) --- 侵蝕地貌 

 

1. 認識海水如何創造不同的海岸地貌 

地理科網上加油站 7 次  有關活動及功課

詳情會透過 

eclass 和

whatsapp 群組向

同學發放訊息 

http://e-aristo.hk/r/econ2ndfc.c
https://www.aristo.com.hk/eQuiz/economicsinlife2ed_flip/popup_detail.aspx?id=pbEagJ&lang=TC
http://e-aristo.hk/r/econ2ndiv.c
https://www.aristo.com.hk/eQuiz/economicsinlife2ed_insp/popup_detail.aspx?id=SvGq3m&lan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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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釋海岸侵蝕作用如何受海洋和地質等因素所

影響 

3. 理解有關侵蝕的地理概念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432843007 

 

描述影響波浪侵蝕力的自然因素。解釋香港為保護

海岸免受波浪侵蝕力所採取的措施。 （12 分） 

 

⚫ 高中地理網上溫習室（六） 

第二章 河流與海岸 

海岸環境(二) --- 沉積地貌及海岸管理 

 

⚫ 高中地理網上溫習室（七） 

第 2 章：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 

F.5 歷史 1. Edpuzzle-溫習影片-完了就是「原」? 

2. 觀看歷史電影及電子書(亞洲史) 

1. Edpuzzle-溫習影片跟進

練習 

2. 電影及電子書閱讀報告

(亞洲史) 

吳碩駿老師 請開啟 

Google Classroom 

 3. 教學影片：香港日治時期 3. 相關網上資料題-香港日

治時期 

  

 4. 教學影片：1.香港二戰後的政治發展 4. 相關網上資料題-1.香港

二戰後的政治發展 

梁愷儀老師 請開啟 

Google Classroom 

F.5 生物/ Bio 

 

1. Oxford Video (X1) 

2. Aristo video (X1)  

3. Video lecture (X4) 

Content: Chapter 20 

1. PowerLesson 2 (MC, fill 

in the blanks) (X2) 

2. Long questions (X4) 

3. HKedCity MC quizzes 

(X4) 

劉傲梅老師  

 4. Oxford Video (X1) 

5. Video lecture (X2) 

Content: Chapter 23 

4. PowerLesson 2 (MC, fill 

in the blanks) (X2) 

5. Long questions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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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KedCity MC quizzes 

(X2) 

 6. Oxford Video (X2) 

7. Aristo video (X1) 

8. Video lecture (X6) 

9. Content: Chapter 20, 23 

7. PowerLesson 2 (MC, fill 

in the blanks) (X4) 

8. Long questions (X6) 

9. HKedCity MC quizzes 

(X6) 

  

F.5 組合科學

(生物) 

1. Video lectures on Chapters 18 & 19 (X2) 1. PowerLesson 2 (MC, fill 

in the blanks) (X2) 

2. Long questions (X2) 

嚴樹榮老師  

 2. Video lectures on Chapters 20 (X1) 3. PowerLesson 2 (MC, fill 

in the blanks) (X1) 

4. Long questions (X1) 

  

 3. Video lectures on Chapters 18 & 19 (X4) 5. PowerLesson 2 (MC, fill 

in the blanks) (X4) 

6. Long questions (X3) 

  

F.5 化學/ Chem 1. Unit 30 and 31: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 (5 

teaching videos) 

1. 2 sets of on-line exercises 勞佩珊老師 

 

PowerLesson 2 and 

Google Classroom 

 2. Unit 22: Making bleach (1 video) 

3. Unit 34: Chemical reactions and energy (3 

videos) 

2. 1 set of on-line exercise 

3. 1 set of on-line exercise 

  

 4. Unit 34-35: Chemical reactions and energy (2 

videos) 

5. Unit 34-35: Exercises on textbook 3C page 36-44, 

68-87 

6. DSE Past Paper 

4. 1 set of on-line exercise 

 

5. 1 set of on-line exercise 

 

6. 1 set of on-line exercise 

  

F.5 組合科學

(化學) 

1. 第十九及二十課：化學電池 (五套教學短片、三

套實驗短片及一份 PowerPoint) 

1. 兩份網上 MC 功課及完

成十九及二十課筆記 

黃育金老師 PowerLesson 2 and 

Google Classroom 

 2. 第二十一課：氧化還原反應 (兩套教學短片及一

份 PowerPoint) 

2. 一份網上 MC 功課及完

成二十一筆記(由第 1 頁

至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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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二十一課：氧化還原反應 (4 套教學短片、7

套實驗短片及一份 PowerPoint) 

3. 1 份網上 MC 功課及完

成二十一筆記(由第 4 頁

至 11 頁) 

  

F.5 物理/Phy 教學短片(X3) 

 

1. 多項選擇題目(QUIZZIZ

平台) (X3) 

2. 長問答(傳統方法及拍照

上載) (X1) 

鍾曉輝老師  

F.5 物理/Phy 教學短片(X2) 

 

3. 多項選擇題目

(QUIZZIZ 平台) (X2) 

  

 教學短片(X5) 4. 多項選擇題目

(QUIZZIZ 平台) (X5) 

5. 長問答(傳統方法及拍照

上載) (X1) 

  

F.5 資訊及通訊

科技 

1. 筆記(一) :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會成為全球流

行病嗎？ 

1. 功課一: 透過使用試算

表製作一個表格，統計

和計算由 1 月 20 號至 3

月 15 號，香港確診感

染武漢肺炎的人數。 

2. 功課二: 透過使用試算

表製作一個圖表 (例如

直線圖、折線圖、圓形

圖和棒形圖等等)，描述

香港確診武漢肺炎的上

升趨勢(由 1 月 20 號至

3 月 15 號) 。 

鄧國良老師 透過 e-class 傳送 

 2. 筆記(二) : Excel 不同圖表不同使用時機，我的

報表適合什麼圖形？ 

3. 功課三: 透過使用簡報

從而介紹一般市民如何

防止感染武漢肺炎傳染

病。 

(簡報頁數：最少八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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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標題，作者，內容和感

想等等;  

 

簡報技巧：版面配置、背

景、文字藝術師、圖片、

動畫效果、切換效果和表

格等等) 

F.5 資訊及通訊

科技 

3. 筆記(三) : 不同表格的範例 4. 功課四：中五選修 ICT

的同學，；必須完成

SBA 報告書最少 40

頁。老師會舉行兩次

ZOOM 教學時間，分別

是 3 月 9 日和 3 月 16

日，科任老師會講解

SBA 報告書重點和解答

同學的提問。 

 透過 e-class 傳送 

 

繳交日期： 

27-4-2020 

F.5 宗教及生命

教育 

1. 創世記 6-10 章 1. 工作紙三份 

(每一至兩章一份) 

(佔平時分 30 分) 

倪偉玲副校長 

賴寶伶老師 

1. 3 月 9 日發出

指引，3 月 22

日前繳交 

2. 3 月 23 日發出

指引，4 月 5

日前繳交 

3. 4 月 6 日發出

指引，4 月 19

日前繳交 

 

存放位置： 

Googl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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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視覺藝術 我和藝術有約—美國文化藝術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NR4ln5ryk7o-

1QyLVwjEmJ8f-pPP5F5 

1. 西洋書法： 

1. 意大利體 A-Z 大小

楷 

2. 祝福語 

2. 資料冊：風景、場

合、衣、食、住、

行、電器用品、文化

風俗 (各十幅圖或以

上，電子檔或列印均

可)  

3. 校本評核：完成 SBA2 

(A4 研習簿)個人面見

時預計工作 

4. 開始構思第三份作

品，以五頁或以上 A4

紙展示意念，例如：

腦圖、背景資料、色

稿、藝術家作品評賞

等。 

上述作品須於復課日(首個

星期二)堂上呈交 

陳燕明老師 校本評核均不宜

外出，如：搜集

資料及參觀展覽

等。 

 我和藝術有約-中國民間藝術 5. 平面設計：蒸溜水招紙

設計 

6. 先觀看「我和藝術有約

—美國文化藝術」，以

「地道香港」為題，創

作一幅平面作品，A2 大

小，以兩種或以上媒介

創作。 

7. 先觀看「我和藝術有約

 校本評核均不宜

外出，如：搜集

資料及參觀展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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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藝術」，以

「月餅包裝設計」為

題，創作一幅平面作

品，A2 大小。 

上述作品須於復課日堂上

呈交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