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農曆新年假期功課 

中一 

科目 功課 備註 

English 1. EB 
2. Book Report (Optional) 

22/2 繳交 

中國語文 白話文、文言文閱讀理解各一篇  
數學 工作紙 22/2繳交 

中國歷史 Edpuzzle 練習 2個 22/2繳交 

綜合人文 系列 4 認識香港及我們的身份和權責作業 第 3-6
頁 

 

歷史 中一歷史作業 (課題二 P.2-5)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農曆新年假期功課 

中二 

科目 功課 備註 

English 1. EB 
2. Reading Exercises 
3. Book Report (Optional) 

22/2繳交 

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工作紙  
數學 工作紙 22/2繳交 

中國歷史 Edpuzzle 練習 2個 22/2繳交 

綜合人文 系列 7 中國政治制度和國際事務參與作業 第 4-7
頁 

 

地理 可持續發展考察報告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農曆新年假期功課 

中三 

科目 功課 備註 

English 1. EB 
2. Worksheets 

22/2繳交 

中國語文 

 

白話文、文言文閱讀理解各一篇、時事隨筆

一篇 
 

數學 

 

工作紙 22/2繳交 

生物 工作紙 22/2繳交 

物理 作業 14.5 22/2 繳交 
化學 

 
專題習作 實體作品  

中國歷史 

 

Edpuzzle 練習 2個 22/2繳交 

地理 認識世界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農曆新年假期功課 

中四 

科目 功課 備註 

English 1. EB 

2. 1 Long Writing 

3. Reading-group-based 

22/2繳交 

中國語文 

 

閱讀報告、閱讀理解練習  

延展數學 

 

工作紙 22/2繳交 

延數 工作紙  
生物 工作紙 22/2繳交 

物理 Bk 2 練習 1.2、1.3(雙數題) 22/2繳交 
化學 金屬 3份練習 22/2繳交 

中國文學 文學創作  

中國歷史 論述題 22/2繳交 

歷史 論述題二題  

地理 Google Classroom 22/2 繳交 

經濟 網上練習  

企業財務 會計等式(google form)  
高中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生活素質」資料/延伸回應題  
資訊科技 Online W.S. 22/2 繳交 

視覺藝術 臨摹二幅西洋現代畫作 
一是印象派；二是立體主義畫派 
海洋印記的畫作未完成者請繼續完成 

 

旅遊與款待 工作紙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農曆新年假期功課 

中五 

科目 功課 備註 

English 1. EB 

2. Reading-class-based 

3.Writing 19-20 Paper 2 Writing Exam 

22/2 繳交 

中國語文 

 

作文一篇、閱讀報告兩篇、閱讀理解練習一

篇。 
 

數學 

 

工作紙 22/2 繳交 

延展數學 工作紙 

Ex11A 

22/2 繳交 

生物 工作紙 22/2 繳交 
物理 Bk 3a 練習 2.1，2.2 雙數題 22/2 繳交 
化學 不同有機化學反應 (03) 練習 

有機合成 (04) 練習 

22/2 繳交 

中國文學 文學創作  

歷史 閱讀  

地理 歷屆文憑試題目  

經濟 網上練習  

企業財務 市場研究(google form)  
高中通識教育 公共衛生 資料/延伸回應題  
資訊科技 Online W.S. 22/2繳交 
視覺藝術 作品集 1，2  
旅遊與款待 工作紙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農曆新年假期功課 

中六 

科目 功課 備註 

English Paper 1: Supplementary Exercise 

Paper 2: One long task from 2nd test 

22/2 繳交 

中國語文 

 

校本教材  

數學 

 

工作紙 22/2 繳交 

延展數學 工作紙 22/2 繳交 
生物 工作紙 22/2 繳交 

化學 DSE 考卷，2019、2020 22/2 繳交 

物理 Mock 卷 2018, 2019, 2020 22/2 繳交 
中國文學 文憑試題目  

中國歷史 論述題 

DSE 2018年 題目 

22/2 繳交 

歷史 論述題二題  

地理 歷屆試題 22/2繳交 

經濟 網上練習  

企業財務 DSE2017及 2020試題  
高中通識教育 模擬試溫習  
資訊科技 Mock卷2018,19 22/2繳交 

視覺藝術 臨摹二幅西洋畫名作：自選作品 22/2繳交 

旅遊與款待 工作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