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文學習領域

中文科

普通話科

1.

燦爛的中國文明 https://chiculture.org.hk/tc/node/5

2.

故事分享 http://yogiragi.tripod.com/philo/philo.html

3.

現龍系列樂在詞中 http://dragonwise.hku.hk/dragonwise/index.htm

4.

黃鍚凌粵音韻匯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Canton/

5.

星島教育 : https://stedu.stheadline.com/sec/ 中文

1.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 看電影學台詞 http://lc.hkbu.edu.hk/sall/pth/movie.php

2.

燦爛的中國文明 - 趣味普通話 https://www.chiculture.net/0603/html/index.html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網上廣播站 https://www.rthk.hk/radio/pth

4.

普通話網 https://www.putonghuaweb.com/

5.

普通話學習網 http://www.pthxx.com/index.html

英國語文學習領域
1.

Junior Standard https://stedu.stheadline.com/sec/ENGLISH

2.

SCMP http://www.yp.scmp.com/e-Newspaper

3.

Phonics http://www.abcfastphonics.com/phonics.html

4.

Children's story books http://www.magickeys.com/books/

5.

Middle grade novels https://www.freechildrenstories.com/middle-grade-novels

數學學習領域
1.

牛津大學出版社 http://eresources.oupchina.com.hk/ME/class_suspension_2020/

2.

學校沒有教的數學 https://mathseasy.hk/

跨學習領域
1.

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https://ls.edb.hkedcity.net/tc/info_video_archive.php

2.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ls

3.

明報教育 https://life.mingpao.com/general/main

4.

香港電台「通識網」 https://liberalstudies.hk/

5.

信報通識 https://iknow.hkej.com/php/article.detail.php?aid=44581

6.

百搭通識香港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catList-s.php?cat=1129ED&loc=any

個人、社會及人文學習領域
1.

《認識佛教》 ( 香港佛教聯合會 ) http://www.hkbuddhist.org/zh/top_page.php?p=knowledge&cid=12&id=43

2.

bodhi360 校園佛化教育平台 ( 香港佛教聯合會 ) http://www.bodhi360.hk/

3.

明覺學佛 ( 佛門網 ) https://elearning.buddhistdoor.org/

4.

《佛教叢書》 ( 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 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frbook.aspx

5.

《佛光大辭典》 ( 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 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 6.
和倫理與宗教科

《佛光教科書》 ( 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 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schbook.aspx

7.

《人間福報》 ( 佛光山星雲大師創辦 ) http://www.merit-times.com/

8.

《 The Glossar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中英人間佛教詞彙選》 ( 佛光山 ) https://foguangpedia.org/theglossary-of-humanistic-buddhism/

9.

倫理與宗教科教學資源及參考資料教學資源 (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ethics-and-religiousstudies/index.html

10. 《電子大藏經》 ( 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 http://etext.fgs.org.tw/
11. 佛光百科網頁 ( 佛光山 ) https://foguangpedia.org/
中四級 :

地理科

中史科

1.

Google map/ 新蒲崗大有街至六合街一帶街景 https://www.google.com.hk/maps

2.

Google map/ 大埔科學園一帶街景 https://maps.google.com.hk/

3.

中國鋼鐵業 https://youtu.be/-0Lytz6LTuM

4.

美國資訊科技工業 https://youtu.be/r44RKWyfcFw

中五級:
1.

全球暖化，你我都搬家？ https://youtu.be/oHfaHf8tJqE

2.

全球暖化看未來的地球 https://youtu.be/WDIQbZ4bgBg

3.

NASA 的地球一分鐘 溫室氣體 https://youtu.be/KxTPTMbVGEU

4.

全球暖化 政府一站通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environment/global/climate.htm

1.

Youtube 中國歷史 ( 粵語 ) ( 共 23 集 )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kForaIAQSE&list=PLri61F2aPbPxJ9VQ-5tvaWzhVDyA3tYQt

3.

燦爛的中國文明 http://www.chiculture.net

4.

網上中華五千年 http://www.rthk.org.hk/chiculture/fivethousandyears/index.htm

5.

中華萬年網 http://www.china10k.com

6.

YouTube 中國通史 ( 普通話 ) ( 共 100 集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Rvs6bW6CQ&list=PLOrf2h5ONlwUTW9etWK4b3xQiz8LdgkKS

1.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內容 : 中四至中六概念鞏固工作紙 https://www.hkep.com/Services/sdr_2020/zh/SEC_ECON.html
( 只需登記學生帳戶，即可免費使用資源。 )

2.

培生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內容 : 中四至中六應試錦囊及額外練習 https://portfolio.pprod4.ilongman.com/secondary/ss-economics/

3.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容 : 經濟新聞剪報，資料回應題樣本 https://www.aristo.com.hk/SubjectLand/Economics/student.aspx

經濟科
4.

內容 : 經濟啟發短片 https://www.aristo.com.hk/eQuiz/economicsinlife2ed_insp/index.aspx?lang=TC

5.

內容 : 翻轉課堂經濟教學短片 https://www.aristo.com.hk/eQuiz/economicsinlife2ed_flip/index.aspx?lang=tc
( 只需登記學生帳戶，即可免費使用資源。 )

6.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香港中學文憑 (HKDSE)
內容 : 經濟科 - 考生不同等級的表現示例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
A2&2&11_25

1.

教育局旅款科資料：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tourism/index.html

2.

旅遊發展 局 https://www.discoverhongkong. com/tc/index.jsp

旅遊與款待科

科學學習領域
雅集科學新世紀 提供以下教學資源給學生使用
1.

章節小測網上家課
內容 : 單元 1 至 14 的章節小測練習。
網址 : https://e-aristo.hk/r/is-qz.c

2.

翻轉課堂
內容 : 單元 1 至 14 的章節相關教學影片
網址 : https://e-aristo.hk/r/is-fc.c

3.

實驗影片
內容 : 單元 1 至 14 的章節相關實驗影片

科學科

網址 : https://e-aristo.hk/r/is-sg-ev.c
( 只需登記學生帳戶，登入學生園地後即可免費 觀看所有 實驗 影片 。 )
4.

STEM
內容 : 自製科學小玩意
網址 : https://e-aristo.hk/r/is-stem.c

5.

學生園地
內容 : 實用自學資源
網址 : https://e-aristo.hk/r/is-sg.c
( 只需登 記 學 生 帳 戶， 登入學生園地後即可免 費 使用資 源。 )

物理科
化學科

生物科

物理教室 https://phyuworkshop.weebly.com/
1.

化學家在線 https://learn.hkmooc.hk

2.

現代化學 https://www.aristo.com.hk/subjects/chemistry.aspx

1.

生物分類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20591098

2.

香港的動物 1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036375584

3.

香港的動物 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062186498

4.

香港的植物及真菌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978886868

5.

呼吸系統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734875804

6.

生命天書 DNA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685865217

7.

DNA 與遺傳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017468655

8.

牛津資源網址 : https://trc.oupchina.com.hk

9.

中四及中五級 Microsoft Teams 已上載的學習材料

科技學習領域
企業、會計與

1.

錢家有道 : 投資篇 https://www.ifec.org.hk/web/tc/investment/index.page

財務概論科

2.

錢家有道 : 理財工具 https://www.ifec.org.hk/web/tc/tools/calculators/index.page

1.

程式編寫 https://www.hkedcity.net/etv/listing/570773a9b4e076d356000000

2.

資訊科技新聞 https://unwire.hk

3.

Andriod 程式編寫 https://youtu.be/PYz-rJ4niBM

1.

日日煮 https://www.daydaycook.com/daydaycook/hk/website/index.do

2.

勝家衣車縫紉教學 https://singer.com.hk/blogs/sewing-tutorials

3.

縫紉教學（基本針步） https://sites.google.com/site/fengrenjiaoxue/home/ping-zhen-feng-zou-zhen-bu

4.

縫紉教學（基本針步） https://1on1.today/blog/sewing-needlework-methods/

1.

S1-S3: https://www.atec.edu.hk/subject/dtweb/elearning.html

2.

S3: https://minisite.proj.hkedcity.net/edbosp-te/cht/learning_and_teaching_resources/resources_list.html?
id=4ef2dcf76a0b627217860600

電腦 / 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

家政科

設計與科技科

體藝學習領域
1. 《美術知識與生活》 — 電子版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TC/content_2715/art_knowledge/index.htm
2. Google 「 Arts & Culture 」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project/exhibits
(Google 於 2011 年推出的服務，利用街景技術拍攝世界各大博物館的內部實景及館藏品，此外還有上萬個各
國藝術家的線上展出與背後的作品解析，讀者甚至可以下載 App 到手機或平板，走到哪就看到哪！截至目前
為止已有超過 1,200 間的博物館、藝廊和機構加入。 )
3. 西方藝術風格介紹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1000/index.html
4. 中西方畫家介紹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painter.htm#painter-wt
視覺藝術科

5. DIY 手工藝 https://www.handimania.com/
6. 中國木偶 https://www.chiculture.net/1503/html/a01/1503a01.html
高中適用
7. 香港中學文憑試-視藝科-歷年考生表現事例(2012年- 201 9年) http://www.hkeaa.edu.hk/ tc/hkdse/
hkdse_subj.html?A2&2& 25_25
8. 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視藝科-校本評核樣本課業( SBA) http://www.hkeaa.edu.hk/tc/ sbaba_hkdse_elective/
dse_ subject.html?25&3
9. 大華銀行水墨工作坊教學影片 https://youtu.be/70007wDjmG4

體育科

音樂科

線上學習總匯 http://www.btkchc.edu.hk/subject/PHE/03.html
1.

認識西洋樂 器 https://www.lcsd.gov.hk/en/mo/aboutus/funzone/intro_music/west_chi_main.html

2.

認識中國樂 器 https://www.lcsd.gov.hk/en/mo/aboutus/funzone/intro_music/chi_chi_main.html

3.

説唱文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8%BB%E5%93%88/161896?fromtitle=%E5%98%BB%E5%93%
88%E6%96%87%E5%8C%96&fromid=8076517

其它
閱讀
香港教育城 學生自學資源
教育電視

1.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zh-hant

2.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index.html

https://www.hkedcity.net/home/zh-hant/learning
https://www.hkedcity.net/e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