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澳官立中學
將軍澳官立中學

二零零一年至二零零二年度學校通訊第三十七號
1617/P/68/S1/All

敬啟者：
中一暑期習作
為鼓勵中一同學善用暑期餘暇，主動學習，並擴闊他們的視野，本校老師為他們安排以下的暑期習作，
懇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努力完成。
科目

暑期作業

中文

1. 閱讀課外書籍一本，撰寫讀後感想。文章分兩部分：甲、內容提要（約 100 字）
；乙、讀後
感。總字數不多於 300 字（以原稿紙完成）
。
2. 完成中一《校本閱讀篇章》剩餘練習，包括各單元的「新聞專題」
。
3. 背誦杜甫《登樓》
、王維《山居秋暝》
，放完暑假後回校背默。

英文

1. Write one book report of about 180 words and design a book cover for the book report in A4 size.
(Students are free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 of books of appropriate level for the book report.)
2. Write a film review of about 180 words based on the film viewed during the Post-exam period or
a film of their own choice.

數學

Mathematics Summer Fun (S1 to S2) by Pan Lloyds
同學可以任選一個題目並完成一個簡單報告（形式不限）
，詳情請參閱附件。
A. 香港公屋研習
1. 到一個將軍澳以外的公共屋邨考察。
2. 描述這個屋邨內的環境（例如屋邨的外形、設施、植物）和它周圍的環境（例如道路、建築
物、公共設施）
。
3. 簡單敍述這個屋邨從落成到今天的轉變。

通識
中國歷史
世界歷史
地理

B. 香港城市規劃研習
1. 參觀香港規劃及基建展覽館。（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 3 號）
2. 簡單討論香港不同時代的城市規劃及基建（交通運輸）發展。
3. 指出香港的海岸線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轉變。
C. 香港鐵路研習
1. 參觀大埔火車博物館。
（新界大埔墟崇德街 13 號）
2. 簡單討論香港鐵路運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發展。
3. 描述火車博物館的建築特色，主建築物及展品（多個火車廂）的歷史。
D. 古埃及文明
1. 參觀在香港科學館舉辦之「永生傳說 - 透視古埃及文明」
。
（九龍尖沙咀東部科學館道 2 號）
2. 簡單介紹考古學家今天應用在木仍伊研究的科學技術。
3. 簡單介紹古埃及人製作木仍伊時應用到的科學/醫學技術。
4. 古埃及人還有什麼重要的發明？

綜合科學

Read a Science non-fiction and write a book report (in English or Chinese) of at least 200 words. The
book report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Title of the book, name of the author, name of the publisher
(2) A summary of the book
(3) Comments about the book

同學須於九月一日把完成了的習作交給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與校務處職員聯絡 (電話：2704 0051)。
此致
貴家長
將軍澳官立中學校長
謹啟
二零一七年六月廿六日

將軍澳官立中學

1617/P/68/S2/All

敬啟者：
中二暑期習作
為鼓勵中二同學善用暑期餘暇，主動學習，並擴闊他們的視野，本校老師為他們安排以下的暑期習作，
懇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努力完成。
科目

中文

暑期作業
1. 閱讀課外書籍一本，撰寫讀後感想。文章分兩部分：甲、內容提要（約 150 字）
；乙、讀
後感。總字數不多於 450 字（以原稿紙完成）
。
2. 完成中二《校本閱讀篇章》剩餘練習，包括各單元的「新聞專題」
。
3. 背誦《勸學（節錄）
》第一至三段，放完暑假後回校背默。
（第三段已背默，於假期重溫）

英文

1. Write one book report of about 220 words and design a book cover for the book report in A4
size. (Students are free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 of books of appropriate level for the book
report.)
2. Write a film review of about 220 words based on the film viewed during the Post-exam period or
a film of their own choice.

數學

Mathematics Summer Fun (S2 to S3) by Pan Lloyds
同學可以任選一個題目並完成一個簡單報告（形式不限）
，詳情請參閱附件。

通識
中國歷史
世界歷史
地理

A. 香港海防歷史研習
1. 參觀香港海防博物館。
（香港筲箕灣東喜道 175 號）
2. 完成以下其中一項：
(a) 簡單講解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經過、以及結果。或
(b) 簡單講解日軍攻佔香港的經過以及日本佔領香港時市民的生活。
3. 到戶外史蹟徑參觀，選擇 3 項軍事遺蹟或設施，拍攝有關照片並簡介其軍事作用。
B. 香港公園研習
1. 到以下其中一個公園考察：香港公園、香港動植物公園、九龍公園，寨城公園。
2. 介紹這個公園內的設施、植物和主要建築物。
3. 簡單討論這個公園由建成至今天的轉變，以及有關它的故事。
4. 描述這個公園周圍的環境（例如道路、建築物、公共設施）。
C. 香港街道研習
1. 到以下其中一條街道考察：彌敦道、皇后大道中、砵甸乍街。
2. 簡單討論這條街道由建成至今天的轉變，以及有關它的故事。
3. 指出這條街道一帶的土地使用情況，並討論它在交通運輸上的重要性。

綜合科學

Read a Science non-fiction and write a book report (in English or Chinese) of at least 200 words.
The book report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Title of the book, name of the author, name of the publisher
(2) A summary of the book
(3) Comments about the book

同學須於九月一日把完成了的習作交給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與校務處職員聯絡 (電話：2704 0051)。
此致
貴家長
將軍澳官立中學校長
謹啟
二零一七年六月廿六日

將軍澳官立中學

1617/P/68/S3/All

敬啟者：
中三暑期習作
為鼓勵中三同學善用暑期餘暇，主動學習，並擴闊他們的視野，本校老師為他們安排以下的暑期習作，
懇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努力完成。
科目

中文

暑期作業
1. 從學校提供的「高中校本評核閱讀書目表」中選擇一本尚未閱讀過的課外書，閱讀並撰寫讀
後感想，字數不少於 500 字（書目表見 E-Class 電子通告）。
2. 完成中三《校本閱讀篇章》剩餘練習，包括各單元的「新聞專題」
。
3. 背誦五篇中四 DSE 指定文言篇章：李白《月下獨酌》
、李清照《聲聲慢》
、王維《山居秋暝》
，
放完暑假後回校背默。

英文

1. Write one book report of about 250 words and design a book cover for the book report in A4 size.
(Students are free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 of books of appropriate level for the book report.)
2. Write a film review of about 250 words based on the film viewed during the Post-exam period or
a film their own choice.

數學

Mathematics Summer Fun (S3 to S4) by Pan Lloyds
同學可以任選一個題目並完成一個簡單報告（形式不限），詳情請參閱附件。
A. 香港離島考察
1. 到以下其中一個離島考察：長洲、坪洲、南丫島、馬灣。
2. 簡單介紹它的歷史、地理、著名建築物和經濟活動。

通識
中國歷史
世界歷史
地理

B. 文化研習
1. 到香港文化博物館（新界沙田文林路一號）
，參觀以下其中一個常設/專題展覽館：
 專題展覽館一、二、三、四（羅浮宮的創想 － 從皇宮到博物館的八百年）
 專題展覽館六（武‧藝‧人生 – 李小龍）
 金庸館
 粵劇文物館
2. 對你所參觀的展覽作主題式的介紹。
C. 香港電影研習
1. 參觀香港電影資料館。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 50 號）
2. 選擇一齣香港在 1960 年代拍攝的電影，介紹這齣電影導演和主要藝員，故事情節。
3. 指出這齣電影如何幫助你認識 60 年代的香港（例如那時香港的社會、經濟狀況）
。

生物
物理
化學

1. Make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o show that you have visited a museum or a park (e.g. Science
Museum, Hong Kong Space Museum, Hong Kong Park or The 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relating to science.
2. The content should show what science knowledge you have learnt and photos you take during the
visit.
3. A hardcopy of th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should be submitted to class teacher in the first week
of next academic year.

同學須於九月一日把完成了的習作交給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與校務處職員聯絡 (電話：2704 0051)。
此致
貴家長
將軍澳官立中學校長
謹啟
二零一七年六月廿六日

通識、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地理科暑期習作

附件

同學需要從下表任選一個題目。
年級

題目

S1 香港公屋
研習

習作要求
1. 到一個將軍澳以外的公共屋邨考察。
2. *描述這個屋邨內的環境（例如屋邨的外形、設施、植物）和它周圍的環境（例如
道路、建築物、公共設施）
。
3. *簡單敍述這個屋邨從落成到今天的轉變。

香港城市
規劃研習

1. 參觀香港規劃及基建展覽館，從展覽館 2 至 3 樓搜集資料。
2. *簡單討論香港不同時代的城市規劃及基建發展。
3. *指出香港的海岸線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轉變。

香港鐵路
研習

1. 參觀大埔火車博物館，從博物館展覽廳搜集資料。
2. *簡單討論香港鐵路運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發展。
3. *描述火車博物館的建築特色，主建築物及展品（多個火車廂）的歷史。

古埃及文
明

1.
2.
3.
4.

S2 香港海防
歷史研習

參觀在香港科學館舉辦之「永生傳說 - 透視古埃及文明」
。
簡單介紹考古學家今天應用在木仍伊研究的科學技術。
簡單介紹古埃及人製作木仍伊時應用到的科學/醫學技術。
古埃及人還有什麼重要的發明？

1. 參觀香港海防博物館。
2. 從展覽廳 4 號室 / 8-9 號室搜集資料，完成以下其中一項：
(a) *簡單講解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經過、以及結果。或
(b) *簡單講解日軍攻佔香港的經過以及日本佔領香港時市民的生活。
3. *到戶外史蹟徑參觀，選擇 3 項設施，拍攝有關照片並簡介其軍事作用。

香港公園
研習

1. 到以下其中一個公園考察：香港公園、香港動植物公園、九龍公園，塞城公園。
2. *介紹這個公園內的設施、植物和主要建築物。
3. *簡單討論這個公園由建成至今天的轉變，以及有關它的故事。
4. *描述這個公園周圍的環境（例如道路、建築物、公共設施）。

香港街道
研習

1. 到以下其中一條街道考察：彌敦道、皇后大道中、砵甸乍街。
2. *簡單討論這條街道由建成至今天的轉變，以及有關它的故事。
3. *指出這條街道一帶的土地使用情況，並討論它在交通運輸上的重要性。

S3 香港離島
考察

1. 到以下其中一個離島考察：長洲、坪洲、南丫島、馬灣。
2. *簡單介紹它的歷史、地理、著名建築物和經濟活動。

文化研習

1. 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以下其中一個常設/專題展覽：羅浮宮的創想 - 從皇宮到
博物館的八百年 / 武‧藝‧人生–李小龍 /金庸 / 粵劇文物
2. *對你所參觀的展覽作主題式的介紹。

香港電影
研習

1. 參觀香港電影資料館。
2. *選擇一齣香港在 1960 年代拍攝的電影，介紹這齣電影導演和主要藝員，故事情節。
3. *指出這齣電影如何幫助你認識 60 年代的香港（例如那時香港的社會、經濟 狀況）
。

習作形式：
1. 同學需要到有關博物館參觀或到地點實地考察。（應盡量與同學或家人一起同行）
2. 習作形式（可以用 Word、PowerPoint、或其它工具把文字和圖象呈現）及字數不限。
3. 內容需要回應相關問題（每個題目之下有「*」號的地方）。
4. 內容需要包括一手資料（考察時拍下的照片）及二手資料（從博物館 / 網上 / 書本搜集到的
資料，需要經過籂選及處理）
。
5. 同學可以最多 4 人一組完成習作，習作須於九月一日交給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