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階段 TLLF 停課不停學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影響，教育局宣佈學校不早於 4 月 20 日復課。本校期望同學在

「停課」期間「不停學」，特為同學設計不同的網上學習資源及安排適當的課業，讓同學

在家完成，並於指定時間繳交。同學可瀏覽以下網頁︰www.tllf.edu.hk/suspend，查閱中

文科、英文科、數學科、通識教育科、綜合科學科、電腦科、設計與科技科、物理科、

化學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及經濟科的網上教學安排。 

此外，同學亦可善用網上資源，參考第二部分資料，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網上資源在

家中持續學習。 

第一部分︰各科學習資源及課業安排 

英文科 

為了協助同學在停課期間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及追上英文科學習進度，英

文科老師會在網上安排英文學習、收發功課或安排温習，請同學適時登入以下網

址或掃描二維碼，並完成指定的習作。詳請如下： 
班別 網址 二維碼 班別 網址 二維碼 

1A https://bit.ly/2tiuXrS 
 

 

4AB(1) https://bit.ly/2RMipm8 
 

 

1B https://bit.ly/2uXHtNP 
 

 

4AB(2) https://bit.ly/2GKKTGy 
 

 

1C https://bit.ly/36PDnVw 
 

 

4AB(3) https://bit.ly/2RQ6rb7 
 

 

2A https://bit.ly/2ROauEQ 
 

 

5A https://bit.ly/31jrea8 
 

 

2B https://bit.ly/2GKgA2L 
 

 

5BC(2) https://bit.ly/37QhHtt 
 

 

2C https://bit.ly/2S4AHxS 
 

 

5BC(3) https://bit.ly/3b1G89x 
 

 

3A https://bit.ly/38ZBbw1 
 

 

6A https://bit.ly/3bcg0ca 
 

 

3B https://bit.ly/2RM32tY 
 

 

6BC(2) https://bit.ly/2ROZW8z 
 

 

3C https://bit.ly/2OiYVmZ 
 

 

6BC(3) https://bit.ly/2Uknnbl 
 

 

譚李麗芬英文科「停課不停學」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
suspension/english 及「Edv 網上教室」http://edv.tllf.edu.hk/english 上載了由本校老師製

作的教學短片。請同學善用在家時間觀看，以鞏固英文學習。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52 2422 或電郵至 mcf@tllf.edu.hk 與英文科主任文翠芬老師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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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網上教學安排 

請先下載該文件，再點擊上面你就讀的年級，即可跳轉到相應的安排。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HNaN61SD9qe8L04dt4OYzTjKlNkTgfs/view?usp=sharing 

 

數學科 

數學科「停課不停學亅專頁 www.tllf.edu.hk/suspend  截至 3 月 13 日已上載約 80 條由

本校老師製作的教學短片，請各級同學觀看教學短片並完成跟進工作紙，將答案拍照

或截圖後電郵給任教老師。網頁內容會每星期三更新，敬請留意。由 3 月 9 日起中一

至中五級亦會開始 Zoom 網上直播教學，詳情請參閱網頁所載的直播教學時間表。如

有查詢，請電郵 cmf@tllf.edu.hk 聯絡戚文鋒老師。 

 

通識教育科 

「TLLF 停課不停學-通識教育科亅專頁 

https://ls.tllf.edu.hk/%E5%AD%B8%E7%BF%92%E5%B9%B3%E5%8F%B0 

 

物理科 

「TLLF 停課不停學-物理科亅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physics 

 

經濟科 

中四級 23/3/2020 前拍片講授單元六「政府干預 I」-，完成 ex6.1，ex6.2 及 ex6.3 
遞交日期分別 30/3/2020 前交 ex6.1，6/4/2020 前交 ex6.2，20/4/2020（或

開學）前交 ex6.3。 

中五級 「TLLF 停課不停學-經濟科亅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econ 

 
化學科 

「TLLF 停課不停學-化學科亅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chem 

 

旅遊與款待科 

1. 温習第 1 及 2A 冊全部課文； 

2. 觀看第 23，24 及 25 課教學短片，已上載至 YouTube, 已在 WhatsApp 群組附上連結； 

3. 預習 26，28 及 29 課 

 

電腦科 

「TLLF 停課不停學--電腦科」專頁 ict.tllf.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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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科學科 

「TLLF 停課不停學-綜合科學科亅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is 
 

設計與科技科 

「TLLF 停課不停學-設計與科技科亅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dt 

 

中國歷史科 

中一級中國歷史科讀書報告(內附學校圖書館電子書書單)： 

https://forms.gle/ywSqxdWZS18PsVpL6 

 

企業、會計與財務學概論 

級別 學習/ 習作內容 

中一級 練習 3.1.3，18/3/2020前交，同學可登 google classroom 或直接用以下 google form 完成

作業，練習 3.2.1於 30/3前，及 3.2.2 於 12/4前完成作業，相關教材及作業請登人

google classroom 瀏覽 

中二級 進入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bafs 於 17/3 經 whatsapp 班群教授

組合單元四單元一「香港的經濟結構及與國際關係」並發放練習 4.1.1，同學需於 23/3

前經電郵回收功課； 

於 24/3 繼續完成教授「香港的經濟結構及與國際關係」，練習 4.1.2 於 30/3 前交； 

31/3 教授組合單元四單元二「香港的經濟結構與營商環境」功課練習 4.2.1,於 20/4 交 

中三級 進入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bafs  

1. 觀看單元四「複式記帳法(一)及(二)」影片兩套 

2. 練習 4.1：課本 P.38-41『思考區』及『選擇題』4.1-4.14 (20/3或以前交) 
3. 練習 4.2：課本 P.41- Q4.16 (1/4或以前交) 
4. 練習 4.3：課本 P.42- Q4.18 (15/4或以前交) 
同學可直接把功課寫在課本上述的頁數，拍照及轉至"PDF檔" ; 或把答案輸入”PDF

檔”內，並電郵給任教老師。 

3A及 3C：lw@tllf.edu.hk   3B：cwy@tllf.edu.hk 

中四級 

 (會計) 
於 30/3或以前列印工作紙及在單行紙上完成，然後電郵予 lw@tllf.edu.hk或以 whatsapp

私訊予 LW(並密切留意 BAFA群組訊息) 
1.     新書《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單元二《企業擁有權的類型》的溫習手冊 

2.     以上單元的書中選擇題 

(可先以網上筆記作預習) 

中五級 

 (會計) 
於 30/3或以前列印工作紙及在單行紙上完成，然後電郵予 lw@tllf.edu.hk或以 whatsapp

私訊予 LW(並密切留意 BAFA群組訊息) 
1.     新書《財務會計 2》單元十一《合夥商譽》的溫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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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學習/ 習作內容 

2.     習作稍後會以 whatsapp 通知 

(可先以網上教學影片及筆記作預習) 

中六級 

 (會計) 
在單行紙上完成，然後電郵予 lw@tllf.edu.hk或以 whatsapp私訊予 LW(並密切留意 BAFA

群組訊息) 
1.     DSE Test B.ch3(23/3 或以前完成) 

2.     DSE Test B.ch4(30/3 或以前完成) 

(完成前先以網上教學影片及筆記作溫習) 

中四級  

(商管) 

1. 觀看教學影片 

2. BM-5.2 ( P.185 Q5-15) (20/3 交) 

3. 溫習手冊 BM-Ch6 (1/4 交) 

4. BM-6.1 (8/4 交) 

5. BM-6.2 (P.213 - Q6.34)(15/4 交) 

- 溫習手冊直接於檔案輸入答案，其餘功課以單行紙完成，然後電郵予老師。 

- 隨時留意 Whatsapp 群組的資訊作補充及更新。 

中五級 

 (商管) 

1. 觀看教學影片 

2. MKT-1.2 (13/3 交) 

3. 溫習手冊 MKT-Ch2 (20/3 交) 

4. MKT-2.1 (27/3 交) 

5. MKT-2.2 (6/4 交) 

6. 溫習手冊 MKT-Ch2 (17/4 交) 

- 溫習手冊直接於檔案輸入答案，其餘功課以單行紙完成，然後電郵予老師。 

- 隨時留意 Whatsapp 群組的資訊作補充及更新。 

中六級 

 (商管) 

溫習歷屆試題 

- 隨時留意 Whatsapp 群組的資訊作補充及更新。 

 

第二部分︰學生自學資源 

1.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系統 

本校電子書系統剛完成更新工作，同學可在停課期間，善用時間，透過借閱電子

書增廣知識，曠闊視野，亦可作消閒之用。 

同學使用系統時需用新的登入帳戶及密碼，並依以下影片所示程序登入。為推廣

電子書閱讀，於一月、二月及三月份借閱電子圖書數量最多的十位老師及同學，

將獲圖書館禮物一份。 

登入電子書系統教學影片：https://youtu.be/218qE0-HFRQ（播放時請選用全螢

幕） 

 

https://youtu.be/218qE0-HFRQ


2. 學生獎勵計劃：不同學習領域的遊戲化挑戰激發學習動機 

a.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適用於第二、三、四學習階段） 

b. TVNews 獎勵計劃（適用於第二、三、四學習階段） 

c. 十分科學（適用於第二學習階段） 

d.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適用於第三、四學習階段） 

e. 創作獎勵計劃（適用於所有學習階段） 

f.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適用於所有學習階段） 

g. 閱讀挑戰計劃（適用於所有學習階段） 

3. 知文識趣：提供 300+遊戲及練習的中文自學遊戲平台 

4. English Campus：每週更新遊戲及短片的遊戲化英文自學平台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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