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三級自習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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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LMc6Kp7H3bctrQ8
2. 閱讀《賣柑者言》課文完成課文問題 https://forms.gle/YUV1EgDygX5USx1A6
3. 閱讀《賣柑者言》課文完成課文練習工作紙 https://reurl.cc/zy0Gqy，將答案記在課堂
筆記簿內，並拍攝照片上傳檔案。
4. 延伸閱讀 https://youtu.be/ez9CVcHbRWk
5. 鞏固 https://kahoot.it/challenge/0709284

英文

Grammar：Conditional Sentences
a. Video learning- 2 videos
b. Type 3 exercises
3A：(3 pages + 1 page of advanced worksheet)
3BC：(3 pages + 1 page of intermediate worksheet)
3D：(3 pages + 1 page of core worksheet)
c. Mixed types exercises
3A (10 exercises), 3BC (8 exercises), 3D (6 exercises)
*Videos will be uploaded to the Flipped classroom of the school website/ Google drive.
Grammar exercises (PDF files) and answer sheets (Google document) will be put in Google
classrooms. The assignments are to be submitted via Google Classroom by the end of 8 March.

數學

第九課 面積和體積(三) (新世代數學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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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A 棱錐及其體積 (P.2-9)
影片：「知識重温」、「棱錐簡介」、「棱錐的體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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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3A、B：Ex9A(P.12)，#1、2、3、5、9、11、12
3C、D：Ex9A(P.12)，#1、2、3、5、9
2. 課題：9.1B 棱錐的平截頭體 (P.7-9)
影片：「棱錐的平截頭體體積」
功課：3A、B：Ex9A(P.12)，#15、16
3C、D：Ex9A(P.12)，#15
3. 課題：9.1C 棱錐的總表面面積 (P.9-11)
影片：「棱錐的總表面面積」
功課：3A、B：Ex9A(P.12)，#7、8、10、21
3C、D：Ex9A(P.12)，#7、8、10
功課於 3 月 4 日(三)或之前完成上載 Google classroom
4. 課題：9.2 圓錐及其體積 (P.17-21)
影片：「圓錐簡介」、「圓錐的體積」
功課：3A、B：Ex9B(P.26)，#1、2、3、5、6、7、9、13
3C、D：Ex9B(P.26)，#1、2、3、5、6、7
功課於 3 月 6 日(五)或之前完成上載 Google classroom
電腦

1. Flipped classroom 觀看第 10 課學習內容(超連結在 Google classroom)
2. 星期三或之後，於 Google classroom 及 Flipped classroom 上分別查閱上星期評分及
觀看功課解釋
3. 課業：完成第 10 課多項選擇題及問答題家課內容。同學必須於 3 月 8 日前完成，
否則會視作欠交功課

生物

1. 溫習課本內容 P.45-49
2. 完成課堂工作紙(人類消化系统.45-49)，工作紙已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同學只
須用紙將答案寫下，然後拍照上載便可，7/3 或前交回
3. 觀看翻轉教室短片「12.4 牙齒與健康」及完成指定問題，翻轉教室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發放，7/3 或前完成

化學

先觀看校網 http://fclass.liping.edu.hk/化學科/中三自學短片/化險為夷，eClass 附上工作
紙(2)，完成後以 word 或 pdf 檔案格式通過 eClass 寄回勞惠昌老師收。於 3 月 7 日前繳
交

物理

1. 成密度(溫習及 Google form 練習)：內容為密度的總結及練習，練習以 Google form 形
式發出，同學須需以 lpXXX@liping.edu.hk 登入，完成練習後提交
2. 完成密度練習(提升技巧)：於 3 月 6 日或之前呈交科任老師
3ABC 班：必須完成整份練習
3D 只須完成第 1-3 題，第 4 題為挑戰題
3. 自習習折射(連 Google Form 練習)：觀看短片，認識折射現象，並熟悉現
象中相關的名稱。之後完成 Google Form
4. 完成折射_自我評估：預習書本第 2 課第 1-4 頁(即第 2-1 至 2-4 頁)，並完成內中的
自我評估，並於 3 月 6 日或之前呈交科任老師

中國歷史

1. 預習教科書 P.275-281（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15 分鐘)
2. 觀看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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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教科書 P.281 練習
4. 完成工作紙（30 分鐘）
於 3 月 8 日前完成，並於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歷史

1. 觀看 Flipped Classroom 及書本(P122-123)有關冷戰的影響的內容
2. 完成歷史資料題(書本 P.112 及 116)及 Flipped classroom 課業教學片段，拍照並轉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課業於 6/3 或之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交回

地理

觀看網上短片「香港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製作「香港如何建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城
巿」的腦圖(Mind Ma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8QJdVqmlKc
功課須拍照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8/3 交

宗教

1. 預習課本 Ch.4 福音傳開 P.32-33 及 36
2.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瀏覽 Ch.4 福音傳開(Part 1)教學影片
3. 於課本 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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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項選擇題(Part 1)練習

音樂
設計與科技

登入 Google classroom，觀看 Flipped classroom 02，完成網上練習。3 月 8 日繳交
請同學到以下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6xAo0Htj6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DLIpi1Bqt08
觀看教學系列短片（1）光敏印章製作方法 及（2）孔鋸使用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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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