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暑期作業 – 中一升中二 

 

科目 作業内容 繳交方法 / 日期 

中文 校本語文及閱讀理解練習 九月上中文課時呈交老師 

English 
1. I-leaner Exercises, Daily E-reading Programme 

2. Stanford House Achieving Reading Kit (SHARK)  
Online  

數學 數學訓練營 1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設應 

工作紙(正投影圖及等角圖) 

甲: 正投影圖練習 1-6 題 

乙: 等角圖練習 1-6 題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2021 暑期作業 – 中二升中三 

 

科目 作業内容 繳交方法 / 日期 

中文 校本語文及閱讀理解練習 九月上中文課時呈交老師 

English 
1. I-leaner Exercises, Daily E-reading Programme  

2. Stanford House Achieving Reading Kit (SHARK)  
Online  

數學 數學訓練營 2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設應 

甲: 投影圖練習 8 題 

*各視圖需要繪畫虛線 

*寫上正確的視圖名稱 

*標示 3 個尺寸(長，濶，高) 

乙: 等角圖練習 8 題 

各圖繪畫在本科的繪圖練習簿內，並寫上題

號，9 月上課時交給科任老師批改。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2021 暑期作業 – 中三升中四 

 

科目 作業内容 繳交方法 / 日期 

中文 校本語文及閱讀理解練習 九月上中文課時呈交老師 

English 
1. I-leaner Exercises, Daily E-reading Programme  

2. Stanford House Achieving Reading Kit (SHARK)  

Online  

數學 數學訓練營 3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設應  

（只有升中四修讀設應科學生） 

如學生需要完成，請到 SPAO 取繪圖紙。 

正投影圖練習： 

筆記 p80_Ex 17-30 

等角圖練習： 

筆記 p84_Ex 1-12 選擇題 

筆記 p85_Ex 14 

筆記 p87_Ex 17-18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2021 暑期作業 – 中四升中五 

 

科目 作業内容 繳交方法 / 日期 

中文 校本語文及閱讀理解練習 九月上中文課時呈交老師 

English 1. I-leaner Exercises,  

2. Proposal Writing – on a World Exploring 

Tour in 2021/22,  

3. Read a book (fiction) / Watch a film 

(fiction) for SBA preparation in S.5 

Online and google classroom  

數學 A/B 班 - 工作紙， 

C/D 班 - 工作紙 + 勤達暑期作業 1 本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通識 資料回應題工作紙 用單行紙完成，開學後交回任

教老師 

選修科 

化學 DSE past paper 2017 - 21  

醶和鹼，有機化學(一) 

九月上化學課時呈交老師 

地理 高中活學地理第三節 P108 DBQ 第 3 題 第

四節 P.72, 73 P.106 第 4 題 P.107 第 1 及

第 2 題 

九月上地理課時呈交老師 

設應 2015DSE 卷一和卷二 九月第二周內繳交 

視藝 SBA 創作習作:  

擬定題目,搜集資料及畫草圖(工作紙) 

（19/7-31/8 每周一將進度/草圖上載至

WhatsApp 群組內） 

九月第二周內繳交所有進度 

中史 DSE 練習 暑期補課時交回任教老師 

物理 完成 HKedcity 共 21 項練習 7 月 21 日前完成練習 1 至 8 

8 月 4 日前完成練習 9 至 15 

8 月 11 日前完成練習 16 至 21 

企會財 中四功課和測驗重溫練習 九月上課時向老師交代 

M2 課本 複習 1-6 用單行紙完成題目，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2021 暑期作業 – 中五升中六 

 

科目 作業内容 繳交方法 / 日期 

中文 校本語文及閱讀理解練習 九月上中文課時呈交老師 

English 1. I-leaner Exercises,  

2. Proposal Writing – on a World Exploring Tour in 

2021/22,  

3. Preparation of SBA script  

Online and google 

classroom  

數學 A/B/C 班 - 工作紙， 

D 班 - 工作紙 + 勤達暑期作業 2 本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通識 資料回應題及延伸回應題工作紙 用單行紙完成，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選修科 

化學 Past Paper: 微觀世界 II & 氧化還原反應、 

化學電池、電解 

暑期補課時交回任教老師 

地理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習 工作紙 暑期補課時交回任教老師 

經濟 第 1 至 31 章工作紙 暑期補課時交回任教老師 

設應 DSE Past Paper 暑期補課時交回任教老師 

視藝 一. 每日一貼  

（13/7-31/8 每日上載至 WhatsApp 群組內） 

二. SBA 作品集，包括以下兩項： 

   1. 研究工作簿內的意念發展、物料媒介探究、 

      藝術家/作品評賞及創作過程記錄。 

（暑假期間按  時繳交） 

2. 完成作品一份/系列。（開學第一星期繳交） 

中史 2021DSE 卷一第一部分 暑期補課時交回任教老師 

生物 第 25 章功課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物理 Past Paper Google Classroom 

企會財 中五功課和測驗重溫及 DSE 卷一選擇題練習 九月上課時向老師交代 

資通 Past Paper Google Classroom 

M2 學生資源套下冊 

(第 10 章 22,23,25,26,28)(第 11 章 15,19,24,26) 

用單行紙完成題目， 

開學後交回任教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