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一
發放日期：11/03/2022

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教育

科目

假期功課及網上自學資源 (同學須完成)

中文

1. 指定圖書閱讀報告 (《弟子規》)
2. RAC中文科閱讀報告 ( 推薦圖書 ：《本班最後1個乖仔》，可在本校智能圖書館以學生帳號登入借閱電子
書，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details/590a9c5b6a0b627b348b45a9或自選中文圖書)
3. 自學網站：
(1)與文同樂──草日動漫「小魚字游樂」 https://chin.eduhk.mers.hk/animation.php
(2)知文識趣 https://www.hkedcity.net/chinese/zh-hant

1.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中文故事創作」
報名詳情：http://www.hkycac.org/competitions?a=browse&ciid=7
2. 篇篇流螢閱讀計劃
https://learning.chiculture.org.hk/campaign-summer-reading-2022
3. 星期四 (10/3, 17/3, 24/3) 2:45 - 3:45 Project A (老師: LTW)
4. 星期五 (11/3, 18/3, 25/3) 2:45 - 3:45 Project A (老師: MHF)

普通話

網頁推介：
1.浸會大學普通話自學網 http://lc.hkbu.edu.hk/sall/pth/
2.學生線上教室 http://putonghua.hkep.com/scripts/putonghua/index.php?itemid=class&dp=class2
3.普通話網https://www.putonghuaweb.com/
4.普通話學習網http://www.pthxx.com/
5.CCTV央視網https://tv.cctv.com/live/cctv4/
6.香港電台網站：普通話台https://www.rthk.hk/radio/pth

1.粵普對譯及拼音猜漢字比賽 （設最踴躍參與班別獎，發放於Google Classroom）
2.普通話水平測試 https://www.gapsk.org/

RAC
英文

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數學
科學

科學教育

STEM
IT

科技教育

家政
中史

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

特別活動 (挑戰活動、比賽)

1. Watch the following video clips and complete the Google forms below.
https://forms.gle/Zjxpm5CmFN7nKgA88
https://forms.gle/ZyLpHzgVj2TV5XfH6
https://forms.gle/wk1X71Y9tTZfjTtt5
2. Read ONE English book and write a Reading Report on a single-lined paper using the template
given below. Upload your Reading Report to Google Classroom on or before 24 April 202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t9mOUfyr6LoZJuAMzMc0DokD8LNQfJw/view?usp=sharing
3. Self-learning link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aEtFVmOY_vSX9o3K3RifRqLZ-kcq4E/view?usp=sharing
1. 學生需自行到香港教育城網站「STAR」完成練習
1. 教育電視 - DNA與遺傳https://bit.ly/3K69Ef
2. 1B作業 P.2-7, 15-18
1. STEM 自學影片(HKFYG) https://bit.ly/3HLudvC
2. 創科誌 https://ce.hkfyg.org.hk/category/blog/
1. 課題8 - 電腦試算表的應用工作紙 (一)
1. 紅豆砵仔糕製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HqMWhAV1yY
2. 地瓜圓製作 https://p22772.pixnet.net/blog/post/216852440
3. 完成小掛飾
1. 觀看老師網上介紹短片，認識中西區景點的歷史發展。跨科專題研習(香港一日遊)：
網上搜集指定景點的内容，小組構思路線行程安排(膳食、交通、手信、必看内容等)。
最後在PPT上編輯内容，分享精彩香港一日遊的内容。

地理

1. 跨科專題研習(香港一日遊)：利用Google my map 製作路線圖，加景點名稱及相片

宗教

1. 觀看影片《Bible Project - What is the Bible?》，並登入Google Classroom (中一宗教科) 完成功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5E1PFtn4HI&t=257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9hNiwttvY&list=PLf7Dzn7kHAxVHv2xDRYXsapSq7ewGCBJB&index=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td1JrEdJw&list=PLf7Dzn7kHAxVHv2xDRYXsapSq7ewGCBJB&index=8

1. 篇篇流螢閱讀計劃
https://learning.chiculture.org.hk/campaign-summer-reading-2022
1. http://www.firsteducation.hk/a/8/93/ESB_yingwenpin_da_/2022/0210/311.html
2. Monday (14/3, 21/3, 28/3) 2:45 - 3:45 Project A (Teacher: TYH)
3. Wednesday (9/3, 16/3, 23/3) 2:45 - 3:45 Project A (Teacher: LYY)

1. 在Google Classroom 完成兩份Google Form 小測
2. 星期二 (8/3, 15/3, 22/3) 2:45 - 3:45 Project A (老師: JKC)
1. 教育電視 - 揭示DNA構造的歷史 https://bit.ly/3tr0Nh
2. 裘槎科學周(2022年3月23日至4月22日) https://croucherscienceweek.hk/hk/

1. 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https://history-reading-award.iclass.hk/
2. 認識國情網上自學計劃
https://learning.chiculture.org.hk/campaign-ns-education

1. 歡迎參加聖經朗誦節，並將朗誦片段於27/3前電郵至tlh@lfh.edu.hk
https://www.chinesebible.org.hk/hk/ministry/br/index.php
2. 歡迎參加聖經硬筆書法比賽，詳情及作品上載可於各級宗教科 Google Classroom 查看

視藝

藝術教育
音樂

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學生自學視藝資源網頁: 學生自學及完成作品並上載至 forms.gle/6wzmddThzFzRcZuP8
後，將會經學校獲小禮物乙份以作嘉許。
www.edb.gov.hk/tc/arts/self-learning
2. 網上遊戲 :獨彩2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lonelyfew.blendoku2
3. 網上遊戲 : Color joy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ew.coloring.mandala
4. 網上遊戲 : AI畫伯 - 西洋風肖像畫變換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sato.tokyo.ai_art
*假期課業: 1. 視藝科標誌設計-完成作品
*假期課業: 2. 跨科專題研習(香港一日遊設計)-搜集有關圖像資料
1. 教育局「自學賞樂 」資源庫

1. 「耆」才斜棟族
https://e72.hk/SLASH
廣告短片創作比賽
截止報名:31/3/2022; 截止遞交:31/5/2022
2.「快樂鳥」故事動畫設計比賽 https://smelab.com.hk/happybirdcompetition/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self-learning-resources-for-student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student-activities/cap/index.html

1. 「譜出聲藝」音樂比賽 (截止交件日期: 17/6/2022)
2. SOW Creative Singing Contest (SOW) (截止交件日期: 6/7/2022)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eng-edu/SOW/singcon.html

體育
體育

1. 體適能練習 (包括上肢、下肢、核心肌群、心肺功能)
推介網址 :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http://www.hkpfa.org.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107&pageId=147&nnnid=112

學生成長
成長領域
訓輔導組

網上自學資源
【福慶心友會】- 不定期更新
https://sites.google.com/lfh.edu.hk/lfh-care-abt-u/home
下學期恆常聯課活動: (已報名同學請按時出席)

特別活動 (挑戰活動、比賽)

《未來．由我創》微電影創作比賽
https://metroeducationplus.com.hk/%E3%80%8A%E6%9C%AA%E4%BE%86%EF%BC%8E%E7%94%B1%E6%88%91%E5%89%B5%E3%80%8B%E5%BE%AE%E9%9B%BB%E5%BD%B1%E5%89%B5%E4%BD%9C%E6%AF%94%E8%B3%BD

OLE組

日文班(CLC): 8/3,15/3,12/4,26/4 (14:30 - 15:30)
https://g.co/meet/ole-japanese
辯論隊(CCD): 4/3,25/3,8/4,29/4,6/5,13/5,20/5,27/5
(14:30 - 15:30)

教育局生涯規劃網站
升學及生涯規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tc/index.html
學友社
劃組
https://www.student.hk/home
VR 參觀聖約翰座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vQIMgIDRQ&t=29s
VR 參觀土耳其聖蘇菲亞大堂及教堂歷史之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1gg-OqJBw
宗教組
「鹹蛋音樂事工」詩歌欣賞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QqK1p2RBI7H-4FVtlhKu6g

綠色教育組

其他

「綠得開心學校」減碳線上平台
綠色力量環保教室 -- 生物放大鏡
家居節能小貼士
「沖沖五分鐘」節水減碳救地球
融合教育：「樂在家、網學易」系列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joyful-online-learning-athome-series/index.html
融合教育：守護精神健康—學生園地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student-zone/

截止報名日期 : 2022年3月18日 (Fri)
簡介會暨工作坊:2022年3月26日 (Sat)
柴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3-4月假期活動小冊子：https://flipbookpdf.net/web/site/97319a19941a740e220dc0ae6c04c124f9efc291FBP24440923.pdf.html
網上報名：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zVW3ZN3OjVBOAUKvp06ED6ot0ARFlAPVYMLpkXG976yiErw/viewform?usp=sf_lin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共有18個範疇的比賽)http://www.hkycac.org/competitions
截止報名日期 :不一(18個不同比賽)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中心(活動包括音樂、歌唱技巧、運動、 ONLINE GAMES、護膚、繪畫等等)
https://linktr.ee/BOKSS_ICYCSAY報名截止日期不一

歡迎參加聖經朗誦節，並將朗誦片段於27/3前電郵至tlh@lfh.edu.hk。
https://www.chinesebible.org.hk/hk/ministry/br/index.php
歡迎參加聖經硬筆書法比賽，詳情及作品上載可於各級宗教科 Google Classroom 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