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2019-2020 中一至中五級暑期功課安排 

 

疫情關係，暫未能安排派發已購買的暑期作業。英文科及數學科的暑期功課有所更新，詳情請留意

以下列表。 

已購買之作業，將於學生回校上課後，由科任老師派發，並會指示學生按時完成作業。 

 

級別 科目 暑期功課細項 

中
一
級 

中文 閱讀理解十篇、實用短文三篇、指定書籍讀書報告一篇（1G1 完成指定書

籍讀書報告兩篇） 

English 1. Write an email to your S2 class teacher about your summer holiday and the 

goals for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 in about 180 words. 

2. Grammar worksheets  

3. 2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s  

4. English builder (online exercises) 

*All materials will be uploaded to Google Classroom.  Please access the 

materials from the classroom created by your English teacher (2019–2020). 

數學 書本 1A : 綜合練習 A : Q1-27 單數 

書本 1A : 綜合練習 B : Q1-31 單數 

書本 1B : 綜合練習 A : Q1-33 單數 

書本 1B : 綜合練習 B : Q7-10,24-27 

*用校簿做功課 

中
二
級 

中文 閱讀理解十篇、實用短文三篇、指定書籍讀書報告一篇（2G1 完成指定書

籍讀書報告兩篇） 

English 1. Online reading, writing and grammar exercises ch 1-2 

2. Newspaper cutting  

3. Book report  

4. English builder (online exercises) 

*All materials will be uploaded to Google Classroom.  Please access the 

materials from the classroom created by your English teacher (2019–2020). 

數學 書本 2A : 綜合練習 A : Q1-39 單數 

書本 2A : 綜合練習 B : Q1-33 單數 

書本 2B : 綜合練習 A : Q1-35 單數 

書本 2B : 綜合練習 B : Q1-33 單數 

*用校簿做功課 

中
三
級 

中文 閱讀理解十篇、實用短文三篇、指定書籍讀書報告一篇（3G1 完成指定書

籍讀書報告兩篇） 

English 1. Thematic Anthology: 2 chapters (13-14) 

2. Writing Task: Thematic Anthology Chapter 14.  

Topic: Write an article about different ways people can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cybercrimes in about 200 words. 

3. English Builder (online exercises) 

*Relevant chapters from Thematic Anthology will be uploaded to google 

classroom for students 

*All materials will be uploaded to Google Classroom.  Please access the 

materials from the classroom created by your English teacher (2019–2020). 

數學 書本 3A : 綜合練習 A : Q1-33 單數 

書本 3A : 綜合練習 B : Q1-33 單數 

書本 3B : 綜合練習 A : Q1-35 單數 

書本 3B : 綜合練習 B : Q1-33 單數 

*用校簿做功課 

 



中
四
級 

中文 指定文言範文練習、閱讀理解兩篇、長文一篇、綜合一篇、讀書

報告三篇（成績計算入校本評核） 

English 1. MT4 Reading Part A and B1 

2. MT4 Writing (Part A Volunteering)  

3. Anthology (2 units, class-based)  

4. Grammar 

5. English Builder (online exercises) 

*All materials will be uploaded to Google Classroom.  Please 

access the materials from the classroom created by your English 

teacher (2019–2020). 

數學 (必修) 書本 4A : 綜合練習: Q1-25 單數 

書本 4B : 綜合練習: Q1-25 單數 

*用校簿做功課 

Mathematics (M2) 歷屆試題及假期練習 

通識 1. IES擬定題目工作紙 

2. 一題資料回應題 

地理 1. 兩題資料回應題 

2. 「管理海岸」工作紙 

Geography  1. Data-based questions (Dynamic Earth) 

歷史 論述題練習（兩次大戰、冷戰及歐洲經濟協作） 

中國歷史 乙部課程 選答題﹕鴉片戰爭 至 甲午戰爭 兩題 

物理 補充練習題 

Chemistry HW1 to HW11 

生物 歷屆試題練習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歷屆試題練習 

經濟 歷屆試題練習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2012-2014 DSE 卷一 

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六課活動 1至 6 第七課活動 3至 11 

視覺藝術 1) 作品集 1及創作 

2) 參考資料記錄簿 

 

中
五
級 

中文 指定文言範文練習、閱讀理解兩篇、長文一篇、閱讀指定書籍

（作新學年校本評核之用）、個人自述（放入 SLP 之用） 

English 1. MT10 Reading Part A + B1/B2 

2. MT10 Writing Part A + B 

3. OEA 

*All materials will be uploaded to Google Classroom.  Please 

access the materials from the classroom created by your English 

teacher (2019–2020). 

數學 (必修) 歷屆試題 

Mathematics (M2) 歷屆試題及假期練習 

通識 文憑試試題(一題資料回應題、一題延伸回應題) 

地理 1. 兩題資料回應題 

2. 一題短文章式問題 

3. 「工業」工作紙 

Geography  1. 1 Data-based question (ZDR) 
2. 3 Essay-typed questions (F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ZDR)   

歷史 資料題（戰後日本的對外關係）+論述題（二十世紀的中國&日

本） 

中國歷史 2019文憑試試題 卷一 

物理 補充練習題、歷屆試題練習 



Chemistry Revision WS and past papers 2012 – 2019 paper 1A & B 

生物 歷屆試題練習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歷屆試題練習 

經濟 歷屆試題練習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歷屆試題練習 

資訊及通訊科技 SBA：應用 

視覺藝術 1) 作品集 2及創作 

2) 參考資料記錄簿 
*數學科答題必須列式計算或詳解，否則退還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