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二級自習安排(3 月 2 日至 6 日)
由 2 月 17 日起，校方將於停課期間就學生自習的表現加入獎懲制度。於復課後第二個星期安排統一
測驗。有關獎懲制度如下：
1. 獎勵：老師會就任教的班別提名最多 3 位於這段期間學習表現優異的學生，給與以下獎勵：
⚫

⚫

中一級至中三級：每一名獲提名的學生可獲加 2 分操行分及 3 張書券（適用於今學年及下
學年於學校舉行的書展）
，每名學生最多可獲加 10 分操行分及 15 張書券，如有學生獲 7 位
老師提名，則可另加一個優點，獲 9 位老師提名，則再獲多加一個優點。
中四級及中五級，每一名獲提名的學生可獲加 3 分操行分及 4 張書券（適用於今學年及下
學年於學校舉行的書展）
，每名學生最多可獲加 12 分操行分及 16 張書券，如有學生獲 5 位

老師提名，則可另加一個優點，獲 6 位老師提名，則再獲多加一個優點。
2. 懲處：現行的欠交功課制度將於 2020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起（以老師所定的完成日期計）開始
執行，老師於停課期間給與學生的學習及功課指示，如學生未能按老師指示完成學習要求，
又或欠交功課，將按現有制度扣減操行分數，嚴重者有機會於復課後於平日上課日、星期六，
甚或學校假期（包括暑假）留堂學習，更甚者更有機會因此而留班。
科目
中文

自習材料/課業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於 08/03/2020 前完成以下課業：
1. 聆聽練習 https://forms.gle/DXkiNugAfZywJumG6
2. 閱讀《歸園田居》課文完成結構問答工作紙 https://reurl.cc/6gW4kV，將答案記在課堂
筆記簿內，並拍攝照片上傳檔案。
3. 延伸閱讀 https://youtu.be/l137TEkcjyw
4. 鞏固 https://kahoot.it/challenge/0363586
5. 中二級普通話聆聽練習一 https://forms.gle/PqpVkD3Jw7zxYXfT7

英文

1. Unit vocabulary (including a. video learning and b. vocab exercise TB P. 38-40 and c. Quiz in
google form)
The assignments are to be submitted via Google Classroom by the end 4 March.
2. Grammar : non-defining clauses
a. Video learning and quiz in google form
b. Grammar practice and note taking TB P. 44, 45
c. Grammar exercises GB P. 106-108
The assignments are to be submitted via Google Classroom by the end of 8 March.

數學

第十課畢氏定理 (新世代數學 2B)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觀看影片，並完成以下有關練習，將功課寫在單行紙上、拍照並
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遞交。所有紙本功課，須於復課後交回科任老師。
1. 課題：8.2 多邊形的角(P.26-32) (只適用於仍未完成此練習的同學)
自習：完成書 8.27 學習活動
功課：2A、B：Ex8C(P32)，#7、9、17、21、22、24
2C、D：Ex8C(P32)，#4、5、6、15、17、19
所有題目要繪圖。用紙完成教科書練習後，拍照上載。功課於 3 月 4 日(三)或之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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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上載 Google Classroom
2. 課題 10.1 平方根 (P.3-8)
影片：「平方根」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I-4sPOjrnBLxb_OQHoMh4ZSJJsmgzVL/view?usp=sharing
功課：2A、B：Ex10A(P.6)，#4、17、19、22、23、24、38
2C、D：Ex10A(P.6)，#4、17、19、22、23
功課於 3 月 4 日(三)或之前完成上載 Google Classroom
3. 課題：10.2 畢氏定理及其應用(P.8-11、14-16)，同學須先觀看以下影片
「畢氏定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RNlruXwybLzMwoti-j5ZRw3-fi3N__8/view?usp=sharing
「畢氏定理的應用 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hD6Tnl74j9T48F3T6FgXhWhh5M5uD3A/view?usp=sharing
功課：2A、B：Ex10B(P.26)，#1、2、3、4、5、9、21、37
2C、D：Ex10B(P.26)，#1、2、3、4、5、9、21
功課於 3 月 6 日(五)或之前完成上載 Google Classroom
電腦

1. 於 Google classroom 內，閱讀『IT-E1 單元三 數據私隱』演示檔案
2. 星期三或之後，於 Google classroom 查閱上星期評分及觀看功課解釋
3. 課業：於電腦科 Google classroom 內，完成『ITE1-單元(三)-網上練習』
，同學必須於 3
月 8 日前完成，否則會視作欠交功課

中國歷史

1. 預習教科書 P.84-88（甲午戰爭）
2. 觀看教學影片
3. 完成書 P.88 練習
4. 完成工作紙
於 3 月日 8 前完成於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綜合人文

1. 根據筆記指引，並觀看 Flipped classroom《如何救地球？》教學短片(已上載於校網)，
完成筆記 P.15-18
2. 課業：參考所完成的筆記，完成「天氣、氣候與全球暖化工作紙 1.3 」
請於 3 月 6 日或之前把完成的筆記及課業，拍照並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交回任教老
師

科學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以下課業：
1. 工作紙 9.3。課業完成後須拍照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2. 觀看實驗影片 9.9-9.12(書 Ch9 P.45-62)，並填寫實驗結果，討論，結論及重點
3. 完成書 P.51 活動 9.5、P.59 活動 9.7、P.63 活動 9.8、P.64 活動 9.9。課業完成後須拍
照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4. 完成 QUIZIZZ 測試站 9.4、9.5 及 9.6
(繳交日期為 8/3/2020 或之前)

宗教

1. 預習課本 Ch.11 受難的基督 P.88-89
2.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瀏覽 Ch.11 受難的基督(Part 1)教學影片
3. 於課本 P.88-89 間下重點及依教學影片摘錄筆記
4. 於 3 月 6 日或之前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 Ch.11 多項選擇題(Part 1)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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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科技 請同學到以下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iZyk5rE0U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KwE7GcWV3s
觀看教學系列短片（1）孔鋸使用方法及（2）旋轉銼刀使用方法。觀看影片後，同學須
用紙張作答短片尾的思考題，並於復課後在課堂上提交
體育

1. 上載個人體適能循環訓練短片
要求：在指定網上學習體適能訓練方法，選擇 6 組動作進行練習，整套動作須包括
上軀幹、核心肌群及下軀幹順次序設計，可配以音樂進行
2 閱覽手球短片，完成題目
以上課業完成後在 3 月 6 日或以前於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自習的詳細內容，或課業附件如工作紙或網頁連結等，老師會通過學校電郵發放給同學；
*為免同學收不到學校電郵發放的課業，請同學定時清理電郵的垃圾郵件；
*停課期間，每個星期一下午均發放學生自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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