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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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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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Builder / 

Meet Ms Caeti and 

Mr Miles online (at 

least one session) 

5A 
Eng.Builder, S.I.U.5&6 

worksheets 

Upload to LoiLoNote 

according to lesson 

instructions 

/ 

5B Eng.Builder, DS Unit 5&6 / 

5C 
Eng.Builder, DS Unit 5 (Paper 

1 and 3) 
/ 

5D 
Eng. Builder, S.I.U.5&6 

worksheets 
/ 

5E Holiday assignments 1-6 

Upload to LoiLoNote / 

Google Classroom 

according to lesson 

instructions 

/ 

  



班別/

組別 
科目 學習任務 繳交方法 備註 

5AE1 

數學 

(1) HKDSE 2012 甲一+甲二, 

(2) HKDSE 2013 甲一+甲二, 

(3) HKDSE 2014 甲一+甲二

（未教課題除外 + 必須預

先批改才繳交） 

上載到 LoiLoNote 

繳交日期： 

(1) 23/3(三),  

(2) 30/3(三),  

(3) 6/4(三) 

5B 

(1) HKDSE 2012 甲一, 

(2) HKDSE 2013 甲一,  

(3) HKDSE 2014 甲一  

(未教課題除外 +必須預先

批改才繳交） 

上載到 LoiLoNote 

繳交日期： 

(1) 23/3(三),  

(2) 30/3(三),  

(3) 6/4(三)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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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1) HKDSE 2012 甲一, 

(2) HKDSE 2013 甲一,  

(3) HKDSE 2014 甲一  

(未教課題除外 +必須預先

批改才繳交） 

上載到 LoiLoNote 

繳交日期： 

(1) 23/3(三),  

(2) 30/3(三),  

(3) 6/4(三) 

5AE2 

(1) HKDSE 2012 甲一+甲二

+OQB17, 

(2) HKDSE 2013 甲一+甲二

+OQB18,  

(3) HKDSE 2014 甲一+甲二

+OQB19  

(未教課題除外 + 必須預先

批改才繳交） 

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繳交日期： 

(1) 23/3(三),  

(2) 30/3(三),  

(3) 6/4(三) 

M2 

(1) HKDSE 2012 甲一+甲二

+7C(M2), 

(2) HKDSE 2013 甲一+甲二

+7D(M2)+7E(M2),  

(3) HKDSE 2014 甲一+甲二+

微分的應用 DSE 題目

(M2) 

(未教課題除外 + 必須預先

批改才繳交) 

上載到 LoiLoNote 

繳交日期： 

(1) 23/3(三),  

(2) 30/3(三),  

(3) 6/4(三) 



班別/

組別 
科目 學習任務 繳交方法 備註 

全級 通識 

黃色筆記：可持續發展 

（筆記本）：堂課練習及操

卷練習 

按科任老師安排 

按科任老師 

指定時間繳交， 

作評估分數 

5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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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X2 生物 撰寫筆記 / 

5X1 化學 

EMI: Chemical reaction and 

energy DSE 分題練習  

CMI:完成 LoiLoNote 上指定

練習 

按課堂指示及繳交日

期，上載到 LoiLoNote 
/ 

5X2 倫理及宗教 
逢周一於 LoiLoNote 發放學

習任務 

逢周五於 LoiLoNote 交

功課 
作評估積分 

5X1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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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完成 

5X2 經濟 每周補課時段內派發的練習 
按老師於補課時的

指引完成 

5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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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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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X2 歷史 
完成 Google classroom 上指

定練習 

按課堂指示及繳交日

期，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按指定時間繳交 

5X1 ICT 

1. 完成 CodeCombat CS3 所

有關卡及分別以紅隊及

藍隊完成 CS3 競技場 

2. 完成

https://www.edcity.hk  

網上試題學習平台內的

特別假期 MC 

在

https://codecombat.com  

及 

https://www.edcity.hk 

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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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dcity.hk/
https://codecombat.com/
https://www.edcity.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