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耶誕假期功課 

中一 

科目 功課 備註 

中國語文 1 長閱讀報告、1 短閱讀報告  

數學 耶誕假期工作紙  

綜合人文 時事剪影一篇 5/1 交 

中國歷史 Edpuzzle 練習兩個 5/1 交 

English 1. EB 

2. Supplementary reading exercises 

3. book report (optional) 

 

  

  

中二 

科目 功課 備註 

中國語文 1 長閱讀報告、1 短閱讀報告  

數學 耶誕假期工作紙  

地理 認識世界  

綜合人文 時事剪影一篇 5/1 交 

中國歷史 Edpuzzle 練習兩個 5/1 交 

English 1. EB 

2. Supplementary reading exercises 

 

 

  

中三 

科目 功課 備註 

中國語文 

 

1 長閱讀報告、1 短閱讀報告  

數學 

 

耶誕假期工作紙  

中國歷史 

 

Edpuzzle 練習兩個 5/1 交 

化學 

 

測驗後檢討家課(4頁8版) 

環保花盆設計(專題研習) 

 

English 1. EB 

2. Supplementary reading exercises 

 

物理 專題習作(潛望鏡製作 或 閱書報告)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耶誕假期功課 

中四 

科目 功課 備註 

English (1) Mock Test 1 Paper 1 Reading Part A + Part B1, 

(2) Newspaper Commentary,  

(3) EB 

 

中國語文 

 

1 長閱讀報告、2 短閱讀報告  

數學 

 

耶誕假期工作紙  

通識 延伸閱讀：齡記通識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整個單元 

 

中國文學 《楚辭．涉江》課後練習、文學創作  

歷史 書P.56(1,2),書P.58 + google form  

生物 - 食物與人 

- 人的營養 

5/1 交 

化學 完成下列相關練習 

課題 02 微觀世界I 範例01 原子 

課題 02 微觀世界I 範例02 周期表 

課題 02 微觀世界I 範例03 離子鍵 

課題 02 微觀世界I 範例04 共價鍵 

課題 02 微觀世界I 範例05 物質結構 

 

中史 歷屆試題 5/1 交 

企會財 主要商業功能(google form)  

旅遊 工作紙 5/1 交 

經濟 課題練習  

地理 模擬試題練習及Google classroom功課  

延數 耶誕假期工作紙  

視藝 1. 海洋印記繪書創作 

2. 色環製作 

3. 選一藝術家報名及臨摹其一幅名作 

 

物理 氣體定律 複習 5 (1-32)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耶誕假期功課 

中五 

科目 功課 備註 

English (1) 19/20 1st Exam Paper 1,  

(2) EB 

 

中國語文 

 

短閱讀報告、練筆  

數學 

 

耶誕假期工作紙  

通識 1.已派發之資料回應題 2.延伸閱讀：齡記通

識王-公共衛生整個單元 

 

生物 人體協調 - 血糖 

人的運動(作業) 

5/1 交 

化學 完成下列相關練習 

課題 06有機化學I 範例01 空氣污染 (新) 

課題 06有機化學I 範例02 裂解作用 (新) 

課題 07 範例01 分子形狀 

課題 07 範例02 極性 

課題 07 範例03 分子間引力 

課題 07 範例04 分子晶體 

課題 08有機化學II 範例01 同系列 

課題 08有機化學II 範例02 同分異構 

 

中史 歷屆試題 5/1 交 

企會財 四種競爭位置及市場策略(google form)  

旅遊 工作紙 5/1 交 

經濟 課題練習  

中國文學 《藥》課後練習、文學創作  

歷史 google form + 論述題  

地理 第三章 : 工業區位的轉變 

書 P.35測試站， 

書 P.59-61 2016年DSE乙部問題(2)。 

 

延數 耶誕假期工作紙  

物理 萬有引力 複習 10 (1-37)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耶誕假期功課 

中六 

科目 功課 備註 

English (1) DSE 2020 Paper 1 Part A + Part B1,  

(2) DSE 2020 Paper 2 Part B (one long writing),  

(3) EB 

 

中國語文 

 

校本教材練習  

數學 

 

耶誕假期工作紙  

通識 延伸閱讀：齡記通識王-能源科技與環境整個

單元 

 

化學 2012至2020卷二 

(用A4尺寸單行紙書寫) 

 

中史 文憑試2013年試題練習 5/1 

企會財 DSE2019試題  

經濟 DSE OQB 網上評估  

中國文學 文學創作  

歷史 past paper  

生物 基礎微生物 

微生物的害處 

微生物的利用 

(作業) 

5/1 交 

旅遊 DSE試題 5/1 交 

地理 模擬試題練習及Google classroom功課  

延數 耶誕假期工作紙  

視藝 1. SBA 二件研究簿不少於 16 頁 A4 Size 

2. 二件創作(主題自訂，呼應第一件的主題) 

3. 準備公開試各類參考圖像並列印於 A4 

Size，可印 8-10 張或更多 

4. 以「疫情下我的學習生活與社會生活方

式的改變」為主題，創作一平面繪畫 

5. 臨摹一幅你喜歡的西洋畫名 

 

物理 智能家居 複習 2 (1-2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