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2021-22特別假期學習任務(第一期) 
目的︰希望學生善用時間，養成自律自主的學習習慣。 

中四級 

班別/組

別 
科目 學習任務 繳交方法 備註 

全級 中國語文 閱讀紀要 3-5篇 

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 

Loilonote /按科任老師的指示

完成 

/ 

Whole 

Form 

English 

Complete the online exercise weekly (www.wiseman.com.hk) 

—English Builder 

/Meet Ms Caeti 

and Mr Miles 

online (at least one 

session) 

4A 

Writing 4, Adjective Patterns 

(pink), Question tags (orange), 

news assignments Upload to LoiLoNote according 

to lesson instruction 

/ 

4B 

Writing 4, Adjective Patterns 

(pink), Question tags (orange), 

news assignments 

/ 

4C Writing 4, news assignments 
Upload to Google Classroom 

according to lesson instruction 
/ 

4D 

Writing 4, Adjective Patterns 

(pink), Question tags (orange), 

news assignments 

Upload to LoiLoNote according 

to lesson instruction 

Please check the 

messages from 

your teacher on 

Google Classroom 

regularly 

4E 

Writing 4, Adjective Patterns 

(pink), Question tags (orange), 

news assignments 

Please check the 

messages from 

your teacher on 

Google Classroom 

regularly 

  

http://www.wiseman.com.hk/


班別/組

別 
科目 學習任務 繳交方法 備註 

4A 

數學  

分類練習（MC）做在家課簿， 

先批改後交。 

(1) Ch5聯立（單數題）+Ch7百分數 P.55-

59, 66-72(3的倍數題） 

(2) Ch8估算（單數）+Ch9變換（全部） 

(3) Ch10進制（單數）+Ch11 HCF(單數） 

上載到 LoiLoNote 

繳交日期： 

(1) 23/3(三) 

(2) 30/3(三)  

(3) 6/4(三) 

4B 

(1) 初中課題溫習 P.40-44 + 甲部WS 21 

+ OQB 7 

(2) 初中課題溫習 P.45-47 + 甲部WS 22 

+ OQB 8 

(3) 初中題溫習 P.48-P.54 +甲部WS 23 + 

OQB 9 

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 OQB 

繳交日期： 

(1) 21/3(一),  

(2) 28/3(一),  

(3) 4/4(一) 

4C 每周補課時段內派發的練習 上載到 LoiLoNote 

按老師於補課

時的指引或觀

看 Google 

Classroom上載

的教學影片完

成 

4D 

(1) DSE 初中課題練習 1,2 + OQB,  

(2) Ex06-1A + OQB,  

(3) Ex06-2A + OQB 

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 OQB 

繳交日期： 

(1) 21/3(一), 

 (2) 28/3(一), 

(3) 4/4(一) 

4E 

(1) DSE 初中課題練習 1,2 + OQB,  

(2) Ex06-1A + OQB, 

(3) Ex06-2A + OQB 

Google Classroom / OQB 

繳交日期： 

(1) 21/3(一), 

 (2) 28/3(一), 

(3) 4/4(一) 

4X1 M2 每周補課時段內派發的練習 
按課堂指示及繳交日期上

載到 LoiLoNote 

按老師於補課

時的指引或觀

看 Google 

Classroom上載

的教學影片完

成 

全中四級 CSD 
線上考察活動「大館」, 完成<司法獨

立與居民權利與義務_工作紙> P.29-35 

按課堂指示及繳交日期，

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班別/組

別 
科目 學習任務 繳交方法 備註 

4X1 生物 練習及寫筆記 

按課堂指示及繳交日期， 

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參看 Google 

Classroom的練

習及寫筆記進

度 

4X2 生物 練習及寫筆記 

參看 Google 

Classroom的練

習及寫筆記進

度 

4X2 化學 完成指定練習 / 

4X3 化學 完成 LoiLoNote上指定練習 

按課堂指示及繳交日期， 

上載到 LoiLoNote 

/ 

4X2 
中國歷

史 
國共合作 ESSAY / 

4X2 
倫理及

宗教 
閱讀《實用倫理學》及完成相關作業 / 

4X1 經濟 練習 

參看 LoiLoNote

的練習及功課

進度 

4X3 經濟 練習 

參看 LoiLoNote

的練習及功課

進度 

4X2 地理 每周補課時段內派發的練習 

參看 LoiLoNote

的練習及功課

進度 

4X3 地理 每周補課時段內派發的練習 

參看 LoiLoNote

的練習及功課

進度 

4X1 
旅遊與

款待 
練習及默書 

參看 LoiLoNote

的練習及功課

進度 

4X1 歷史 完成 Google Classroom上指定練習 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按指定時間 

繳交 

學生請跟從科任老師的課堂指示完成相關學習任務。 

如有查詢，請與科任老師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