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1A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1A 
單元四課本習題+課文習作

中一級網上建議篇章課業

英文科 S1 Reading Anthology 1 + class

數學科 1A 第七及第八章溫習練習

普通話科 S1 
S1-5-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1-6-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課文習作、單元四長文寫作、兩篇文言閱讀篇章

中一級網上建議篇章課業 

Reading Anthology 1 + class-based homework 

第七及第八章溫習練習 

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兩篇文言閱讀篇章、兩篇閱讀報告、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1B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1B 假期作業、閱讀報告

英文科 S1 Reading Anthology 1 + class

數學科 1B 第 8 章及第 9 章

綜合人文科 1B 單元 3︰工作紙

普通話科 S1 
S1-5-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1-6-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閱讀報告 X3 

Reading Anthology 1 + class-based homework 

章, 工作紙(第二套) 

工作紙 4A (把功課於 18/3 前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1C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1C 特別假期習作冊（

中文科 1CD 製作電子書兩本 

英文科 S1 Reading Anthology 1 + class

數學科 1C 學習材料第一期 : Ch 8 & Unit 9.1

普通話科 S1 
S1-5-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1-6-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閱讀 16 篇/實用文寫作 2 篇) 

 

Anthology 1 + class-based homework 

: Ch 8 & Unit 9.1 

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1D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1CD 製作電子書兩本 

中文科 1D 閱讀報告一篇、網上電子圖書課業設計

英文科 S1 Reading Anthology 1 + class

數學科 1D 第七章溫習練習,  HW 9.1

普通話科 S1 
S1-5-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1-6-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網上電子圖書課業設計、文言篇章練習兩篇

Reading Anthology 1 + class-based homework 

,  HW 9.1- 9.3  

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一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文言篇章練習兩篇、個人短講錄音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2A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2A 
〈記承天寺夜遊〉、〈

三篇閱讀報告。 

英文科 S2 Reading Anthology

數學科 2AB1 

補課時間︰8/3(二) 10:30

10/3(四

          11/3(五

功課︰複習 8 (21, 27, 29, 33)

數學科 2AB2 複習 Unit 8.1-8.2 

數學科 2AB3 複習 8 程度 1 題目和學習材料第一期

普通話科 S2 
S2-5-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2-6-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湖心亭看雪〉及〈西湖雜記〉（節錄） 

 

Reading Anthology  2 + class-based homework 

) 10:30-12:00 

四) 10:30-12:00 

五) 8:15-10:00 

8 (21, 27, 29, 33)，工作紙 CH8 

8.2 和學習材料(第一期) 

題目和學習材料第一期 : 全份 

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語譯、五篇文言練習、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2B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2B 
〈記承天寺夜遊〉、〈

三篇閱讀報告。 

英文科 S2 Reading Anthology

數學科 2AB1 

補課時間︰8/3(二) 10:30

10/3(四

          11/3(五

功課︰複習 8 (21, 27, 

數學科 2AB2 複習 Unit 8.1-8.2 

數學科 2AB3 複習 8 程度 1 題目和學習材料第一期

普通話科 S2 
S2-5-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2-6-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湖心亭看雪〉及〈西湖雜記〉（節錄） 

 

Reading Anthology  2 + class-based homework 

) 10:30-12:00 

四) 10:30-12:00 

五) 8:15-10:00 

8 (21, 27, 29, 33)，工作紙 CH8 

8.2 和學習材料(第一期) 

題目和學習材料第一期 : 全份 

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語譯、五篇文言練習、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2C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2C 
〈記承天寺夜遊〉、〈

三篇閱讀報告。 

中文科 2CD 
〈記承天寺夜遊〉、〈

三篇閱讀報告。 

英文科 2C 
1. Thematic Anthology Unit 5  The Sick Planet (Pages 28
2. Thematic Anthology Unit 6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Pages 34
3. Listening Book Unit 3 

英文科 S2 Reading Anthology

數學科 2C 第六及第七章溫習練習

數學科 2CD 第六及第七章溫習練習

普通話科 S2 
S2-5-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2-6-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湖心亭看雪〉及〈西湖雜記〉（節錄） 

 

〉、〈湖心亭看雪〉及〈西湖雜記〉（節錄） 

 

Thematic Anthology Unit 5  The Sick Planet (Pages 28-33)
Thematic Anthology Unit 6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Pages 34
Listening Book Unit 3 - Save Our Planet   

Reading Anthology  2 + class-based homework 

第六及第七章溫習練習 

第六及第七章溫習練習 

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語譯、五篇文言練習、 

 語譯、五篇文言練習、 

33) 
Thematic Anthology Unit 6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Pages 34-39)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2D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2CD 
〈記承天寺夜遊〉、〈

三篇閱讀報告。 

中文科 2D 
〈記承天寺夜遊〉、〈

三篇閱讀報告。 

英文科 S2 Reading Anthology

數學科 2CD 第六及第七章溫習練習

數學科 2D 360 練習冊(CH6 及

普通話科 S2 
S2-5-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2-6-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湖心亭看雪〉及〈西湖雜記〉（節錄） 

 

〉、〈湖心亭看雪〉及〈西湖雜記〉（節錄） 

 

Reading Anthology  2 + class-based homework 

第六及第七章溫習練習 

及 7.1) 

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二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語譯、五篇文言練習、 

 語譯、五篇文言練習、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3A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3A 閱讀報告一篇、

中文科 3AB 長文寫作、個人短講

英文科 S3 Reading Anthology

數學科 3A 

補課時間︰8/3(二

          9/3(三

11/3(五

功課︰Ex7.3 (2, 4, 6, 8)

綜合人文科 3A 議題 2︰資料題

商業科技及

運作科 
S3 

1. 工作紙一 營商環境分析

2. 工作紙二 公司目標及市場營銷組合

3. 工作紙三 公司組織

4. 工作紙四 財務安排

5. 工作紙五 工作日程安排

6. 呈交商業計劃書

7. 呈交網頁或影片

普通話科 S3 
S3-5-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3-6-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文言秘笈練習三篇、單元五備課及語譯、

個人短講、網上文言篇章、單元五課文預習工作紙

Reading Anthology  3 + class-based homework 

二) 8:15-10:00 

三) 8:15-10:00 

五) 10:30-12:15 

Ex7.3 (2, 4, 6, 8)，工作紙 CH7 

資料題 1、工作紙 6 (把功課於 18/3 前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營商環境分析(繳交日期：9/3/2022) 

公司目標及市場營銷組合(繳交日期：11/3/2022) 

公司組織(繳交日期：18/3/2022) 

財務安排(繳交日期：25/3/2022) 

工作日程安排(繳交日期：1/4/2022) 

呈交商業計劃書 (以簡報形式繳交)(繳交日期：8/4/2022) 

呈交網頁或影片(繳交日期：19/4/2022) 

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個人短講錄音 

單元五課文預習工作紙。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3B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3AB 長文寫作、個人短講

中文科 3B 網上文言篇章、文言閱讀理解練習

英文科 S3 Reading Anthology

數學科 3B 第 7 章練習冊 

商業科技

及運作科 
S3 

1. 工作紙一 營商環境分析

2. 工作紙二 公司目標及市場營銷組合

3. 工作紙三 公司組織

4. 工作紙四 財務安排

5. 工作紙五 工作日程安排

6. 呈交商業計劃書 (

7. 呈交網頁或影片(繳交日期

普通話科 S3 
S3-5-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3-6-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個人短講、網上文言篇章、單元五課文預習工作紙

文言閱讀理解練習、單元五延伸閱讀及語文運用

Anthology  3 + class-based homework 

營商環境分析(繳交日期：9/3/2022) 

公司目標及市場營銷組合(繳交日期：11/3/2022) 

公司組織(繳交日期：18/3/2022) 

財務安排(繳交日期：25/3/2022) 

工作日程安排(繳交日期：1/4/2022) 

(以簡報形式繳交)(繳交日期：8/4/2022) 

繳交日期：19/4/2022) 

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單元五課文預習工作紙。 

單元五延伸閱讀及語文運用、作文一篇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3C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3C 
單元四:作文及 2 分鐘個人短講錄音

習工作紙、文言練習四篇

英文科 3C 
1.    Gerunds (Supp. worksheets pp.129
2.    Reading Aloud 
3.    Holiday Assignment:: Anthology 3: Units 4 & 5

英文科 S3 Reading Anthology

數學科 3C 第四及第七章溫習練習

數學科 3CD 第 7 章練習一至十二

商業科技

及運作科 
S3 

1. 工作紙一 營商環境分析

2. 工作紙二 公司目標及市場營銷組合

3. 工作紙三 公司組織

4. 工作紙四 財務安排

5. 工作紙五 工作日程安排

6. 呈交商業計劃書 (

7. 呈交網頁或影片(繳交日期

普通話科 S3 
S3-5-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3-6-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分鐘個人短講錄音、GOOGLE CLASSROOM

文言練習四篇、文章閱讀報告兩篇  

Gerunds (Supp. worksheets pp.129-130) 
Reading Aloud - Dictation 1 : Module Booklet 3 p.17 
Holiday Assignment:: Anthology 3: Units 4 & 5 

Reading Anthology  3 + class-based homework 

第四及第七章溫習練習 

章練習一至十二、第 8 章練習一至六 

營商環境分析(繳交日期：9/3/2022) 

公司目標及市場營銷組合(繳交日期：11/3/2022) 

公司組織(繳交日期：18/3/2022) 

財務安排(繳交日期：25/3/2022) 

工作日程安排(繳交日期：1/4/2022) 

(以簡報形式繳交)(繳交日期：8/4/2022) 

繳交日期：19/4/2022) 

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GOOGLE CLASSROOM 建議篇章課業、單元五預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3D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3D 長文寫作一篇、課文習作一份

英文科 S3 Reading Anthology

數學科 3D 複習 7 程度 1 題目和學習材料第一期

數學科 3CD 第 7 章練習一至十二

商業科技

及運作科 
S3 

1. 工作紙一 營商環境分析

2. 工作紙二 公司目標及市場營銷組合

3. 工作紙三 公司組織

4. 工作紙四 財務安排

5. 工作紙五 工作日程安排

6. 呈交商業計劃書 (

7. 呈交網頁或影片(繳交日期

普通話科 S3 
S3-5-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S3-6-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課文習作一份、說話評估一份 

Reading Anthology  3 + class-based homework 

題目和學習材料第一期 : Unit 7.1 - 7.3 

章練習一至十二、第 8 章練習一至六 

營商環境分析(繳交日期：9/3/2022) 

公司目標及市場營銷組合(繳交日期：11/3/2022) 

公司組織(繳交日期：18/3/2022) 

財務安排(繳交日期：25/3/2022) 

工作日程安排(繳交日期：1/4/2022) 

(以簡報形式繳交)(繳交日期：8/4/2022) 

繳交日期：19/4/2022) 

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中三普通話聆聽工作紙（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4A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4A 文言閱解 12 篇，作文

中文科 4AB 閱讀四則文言故事及兩篇文章

英文科 S4 Reading Anthology  4 + class

數學科 4A DSE 基礎題型練習 

化學科 S4 

1.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第 12 課 反應質量

 課題一 地球 

課題二 微觀世界 

課題三 金屬 

2. 課題一至三假期習作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科 

S4 

課題:會計導論 

第 2 章會計等式 

1.短答題 2.25(P.33) 

第 3 章複式記帳法 

1.選擇題 3.1-3.15(P.62

2.短答題 3.19,3.22,3.23(P.66

地理科 S4 結構式題目一份(假期後以

旅遊與 

款待科 
S4 

假期課業(課後練習/剪報

課業 

倫理與宗教

(DSE)科 
S4 練習四份(DSE2012、

數學科 

M1 
S4 ch3-ch4 溫習筆記練習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經濟科 S4 單元 8︰課堂評估 2、

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 
S4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完成 5 份 練習  

02B 二補碼(2024) 

02 數據驗證及有效性檢驗

03 字符_位元表達數量

03 字符 B_字符編碼(2024)  

22 算法設計_數據類型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作文 4 篇 

閱讀四則文言故事及兩篇文章，完成相關練習及閱讀報告。 

4 + class-based homework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反應質量 

 

課題一至三假期習作 

3.15(P.62-64) 

3.19,3.22,3.23(P.66-68) 

假期後以 pdf 形式上傳);農業 MCQ 溫習題(googleform)

剪報/改正)將透過 GOOGLECLASSROOM 發放,請同學定期檢查

、2013、2014、2018) 

溫習筆記練習 

」 

 

、課堂練習 3 (把功課於 18/3 前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https://oqb.hkedcity.net/ 

數據驗證及有效性檢驗(2024) 

位元表達數量(2024)  

(2024)   

數據類型(2024) 

(googleform) 

請同學定期檢查,留意平台發放的最新

Google Classroom)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4B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4B 閱讀理解三篇、命題作文一篇

中文科 4AB 閱讀四則文言故事及兩篇文章

英文科 S4 Reading Anthology  4 + class

數學科 4B Ch.5 直線方程練習及

化學科 S4 

1.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第 12 課 反應質量

 課題一 地球 

課題二 微觀世界 

課題三 金屬 

2. 課題一至三假期習作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科 

S4 

課題:會計導論 

第 2 章會計等式 

1.短答題 2.25(P.33) 

第 3 章複式記帳法 

1.選擇題 3.1-3.15(P.62

2.短答題 3.19,3.22,3.23(P.66

地理科 S4 結構式題目一份(假期後以

旅遊與 

款待科 
S4 

假期課業(課後練習/剪報

課業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經濟科 S4 單元 8︰課堂評估 2、

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 
S4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完成 5 份 練習  

02B 二補碼(2024) 

02 數據驗證及有效性檢驗

03 字符_位元表達數量

03 字符 B_字符編碼(2024)  

22 算法設計_數據類型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命題作文一篇、閱讀報告一篇 

閱讀四則文言故事及兩篇文章，完成相關練習及閱讀報告。 

4 + class-based homework 

直線方程練習及 DSE 基礎題型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反應質量 

 

課題一至三假期習作 

3.15(P.62-64) 

3.19,3.22,3.23(P.66-68) 

假期後以 pdf 形式上傳);農業 MCQ 溫習題(googleform)

剪報/改正)將透過 GOOGLECLASSROOM 發放,請同學定期檢查

」 

 

、課堂練習 3 (把功課於 18/3 前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https://oqb.hkedcity.net/ 

數據驗證及有效性檢驗(2024) 

位元表達數量(2024)  

(2024)   

數據類型(2024) 

 

(googleform) 

請同學定期檢查,留意平台發放的最新

Google Classroom)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4C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4C 閱讀報告一篇、文言秘笈練習三篇

中文科 S4NCS 詞語抄寫 

英文科 S4 Reading Anthology  4 + class

數學科 4C 初中指數練習，第 6

化學科 S4 

1.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第 12 課 反應質量

 課題一 地球 

課題二 微觀世界

課題三 金屬 

2. 課題一至三假期習作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科 

S4 

課題:會計導論 

第 2 章會計等式 

1.短答題 2.25(P.33) 

第 3 章複式記帳法 

1.選擇題 3.1-3.15(P.62

2.短答題 3.19,3.22,3.23(P.66

地理科 S4 結構式題目一份(假期後以

旅遊與 

款待科 
S4 

假期課業(課後練習/剪報

課業 

倫理與宗教

(DSE)科 
S4 練習四份(DSE2012、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 
S4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完成 5 份 練習  

02B 二補碼(2024) 

02 數據驗證及有效性檢驗

03 字符_位元表達數量

03 字符 B_字符編碼(2024)  

22 算法設計_數據類型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文言秘笈練習三篇、單元五備課及語譯、個人短講錄音

4 + class-based homework 

6 章及第 7 章 WS 基礎題練習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反應質量 

微觀世界 

課題一至三假期習作 

 

 

3.15(P.62-64) 

3.19,3.22,3.23(P.66-68) 

假期後以 pdf 形式上傳);農業 MCQ 溫習題(googleform)

剪報/改正)將透過 GOOGLECLASSROOM 發放,請同學定期檢查

、2013、2014、2018)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https://oqb.hkedcity.net/ 

數據驗證及有效性檢驗(2024) 

位元表達數量(2024)  

(2024)   

數據類型(2024) 

 

個人短講錄音 

(googleform) 

請同學定期檢查,留意平台發放的最新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班別：4D 

科目 班別 

中文科 4D 特別假期習作冊（課文問答重溫

英文科 S4 Reading Anthology  4 + class

數學科 4D DSE 基礎題型練習 

化學科 S4 

1.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第 12 課 反應質量

 課題一 地球 

課題二 微觀世界 

課題三 金屬 

2. 課題一至三假期習作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科 

S4 

課題:會計導論 

第 2 章會計等式 

1.短答題 2.25(P.33) 

第 3 章複式記帳法 

1.選擇題 3.1-3.15(P.62

2.短答題 3.19,3.22,3.23(P.66

地理科 S4 結構式題目一份(假期後以

旅遊與 

款待科 
S4 

假期課業(課後練習/剪報

課業 

倫理與宗教

(DSE)科 
S4 練習四份(DSE2012、

中史科 S1-S4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經濟科 S4 單元 8︰課堂評估 2、

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 
S4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完成 5 份 練習  

02B 二補碼(2024) 

02 數據驗證及有效性檢驗

03 字符_位元表達數量

03 字符 B_字符編碼(2024)  

22 算法設計_數據類型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假期課業內容 

課文問答重溫/閱讀 4 篇） 

4 + class-based homework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反應質量 

 

課題一至三假期習作 

3.15(P.62-64) 

3.19,3.22,3.23(P.66-68) 

假期後以 pdf 形式上傳);農業 MCQ 溫習題(googleform)

剪報/改正)將透過 GOOGLECLASSROOM 發放,請同學定期檢查

、2013、2014、2018) 

想創中國歷史平台」 

 

、課堂練習 3 (把功課於 18/3 前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https://oqb.hkedcity.net/ 

數據驗證及有效性檢驗(2024) 

位元表達數量(2024)  

(2024)   

數據類型(2024) 

(googleform) 

請同學定期檢查,留意平台發放的最新

Google Classroom)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班別：5A 

科目 班別 假期課業內容 

中文科 5A 卷一歷屆試題 4 份，作文兩篇，綜合卷兩份， 

英文科 S5 Reading Anthology  4 + class-based homework 

數學科 5A DSE 基礎題型練習及朗文 Mock 

化學科 S5 
1.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2. 氧化還原長題目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

論科 

S5 

教育城 網上試題學習平台(OQB) 

1. BAFS 假期功課(一) 金錢的時間值 

 2. BAFS 假期功課(二) 消費者信貸 

 3. BAFS 假期功課(三) 策劃個人理財和投資 

 4. BAFS 假期功課(四) 以證券交易作投資 

地理科 S5 結構式題目一份 (假期後以 pdf 形式上傳)   ;  農業、熱帶雨林、工業 MCQ 溫習題 (google form) 

旅遊與 

款待科 

S5 
假期課業(課後練習/剪報/改正)將透過 GOOGLECLASSROOM 發放,請同學定期檢查,留

意平台發放的最新課業 

數學科 

M1 
S5 ch7-ch8 溫習筆記練習 

經濟科 S5 單元 15︰習作、測驗 (把功課於 18/3 前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班別：5B 

科目 班別 假期課業內容 

中文科 5B 作文 1 篇、閱讀理解評估（公開試卷)2 份、文言文閱讀理解 6 篇 

英文科 S5 Reading Anthology  4 + class-based homework 

數學科 5B 2004 - 2007 CE MC 

化學科 S5 
1.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2. 氧化還原長題目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

論科 

S5 

教育城 網上試題學習平台(OQB) 

1. BAFS 假期功課(一) 金錢的時間值 

 2. BAFS 假期功課(二) 消費者信貸 

 3. BAFS 假期功課(三) 策劃個人理財和投資 

 4. BAFS 假期功課(四) 以證券交易作投資 

地理科 S5 結構式題目一份 (假期後以 pdf 形式上傳)   ;  農業、熱帶雨林、工業 MCQ 溫習題 (google form) 

旅遊與 

款待科 

S5 
假期課業(課後練習/剪報/改正)將透過 GOOGLECLASSROOM 發放,請同學定期檢查,留

意平台發放的最新課業 

數學科 

M1 
S5 ch7-ch8 溫習筆記練習 

資訊及通

訊科技科 
S5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https://oqb.hkedcity.net/ 
完成 5 份 練習  
01B 壓縮檔案 
11 電腦系統的系統組 
12 輸入及輸出設備 
13 輔助存貯設備 
14 系統軟件及應用軟件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班別：5C 

科目 班別 假期課業內容 

中文科 5C 作文 1 篇、閱讀理解評估（公開試卷)2 份、網上建議篇章文言練習、「宋詞三首」語譯 

中文科 
S5 

NCS 
抄寫詞語、句子及課文 

英文科 5C 
1. Thematic Anthology Unit 5 - Fashion (Pages 32-38) 
2. Thematic Anthology Unit 20 - Unusual Sports (Pages 138-145) 
3. Listening Book Unit 5 Study and Work Experience(Pages 66-68, 70-74) 

英文科 S5 Reading Anthology  4 + class-based homework 

數學科 5C DES 卷一及卷二基礎題型練習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

論科 

S5 

教育城 網上試題學習平台(OQB) 

1. BAFS 假期功課(一) 金錢的時間值 

 2. BAFS 假期功課(二) 消費者信貸 

 3. BAFS 假期功課(三) 策劃個人理財和投資 

 4. BAFS 假期功課(四) 以證券交易作投資 

地理科 S5 結構式題目一份 (假期後以 pdf 形式上傳)   ;  農業、熱帶雨林、工業 MCQ 溫習題 (google form) 

旅遊與 

款待科 

S5 
假期課業(課後練習/剪報/改正)將透過 GOOGLECLASSROOM 發放,請同學定期檢查,留

意平台發放的最新課業 

經濟科 S5 單元 15︰習作、測驗 (把功課於 18/3 前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資訊及通

訊科技科 
S5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https://oqb.hkedcity.net/ 
完成 5 份 練習  
01B 壓縮檔案 
11 電腦系統的系統組 
12 輸入及輸出設備 
13 輔助存貯設備 
14 系統軟件及應用軟件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班別：5D 

科目 班別 假期課業內容 

中文科 5D 文言閱讀理解練習、單元四課文習作、作文一篇 

英文科 S5 Reading Anthology  4 + class-based homework 

數學科 5D DSE 基礎題型練習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

論科 

S5 

教育城 網上試題學習平台(OQB) 

1. BAFS 假期功課(一) 金錢的時間值 

 2. BAFS 假期功課(二) 消費者信貸 

 3. BAFS 假期功課(三) 策劃個人理財和投資 

 4. BAFS 假期功課(四) 以證券交易作投資 

地理科 S5 結構式題目一份 (假期後以 pdf 形式上傳)   ;  農業、熱帶雨林、工業 MCQ 溫習題 (google form) 

旅遊與 

款待科 

S5 
假期課業(課後練習/剪報/改正)將透過 GOOGLECLASSROOM 發放,請同學定期檢查,留

意平台發放的最新課業 

經濟科 S5 單元 15︰習作、測驗 (把功課於 18/3 前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資訊及通

訊科技科 
S5 

進入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https://oqb.hkedcity.net/ 

完成 5 份 練習  

01B 壓縮檔案 

11 電腦系統的系統組 

12 輸入及輸出設備 

13 輔助存貯設備 

14 系統軟件及應用軟件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班別：6A 

科目 班別 假期課業內容 

中文科 6A 文憑試模擬試卷 

化學科 S6 
1.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2.     DSE 試題 2012 至 2020 年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班別：6B 

科目 班別 假期課業內容 

化學科 S6 
1.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2.     DSE 試題 2012 至 2020 年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班別：6C 

科目 班別 假期課業內容 

中文科 6C 閱讀理解四篇、考試作文謄正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各班特別假期作業 

班別：6D 

科目 班別 假期課業內容 

化學科 S6 
1.     精工出版社的網上評估平台 

2.     DSE 試題 2012 至 202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