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二級自習安排(3 月 9 日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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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2020 前完成以下課業：
1.《荷塘月色》預習 https://forms.gle/oWxzRWMnTmcs4LLJ7
2. 閱覽《荷塘月色》課文完成工作紙 https://forms.gle/NCaaK35FuUD6QdoE6
3. 觀看《荷塘月色》課文分析片段 https://reurl.cc/W4pNAe
寫作技巧賞析 https://reurl.cc/e5jyMW
4.《荷塘月色》課文問題 https://forms.gle/uidwNdgpUCsrN9tBA
5. 中二級普通話練習二 https://forms.gle/NVnDrdTokgbWJsgKA

英文

1. Newspaper Cutting 6 (Including video learning and worksheet in Google form)
The assignment is to be submitted via Google classroom by the end of 12 March.
2. Grammar: Adj patterns 1 (Including video learning and note-taking, quiz in Google form, TB P.
15 and GB P. 87-91)
The assignments are to be submitted via Google Classroom by the end of 15 March.

數學

第十課 畢氏定理 (新世代數學 2B)
登入 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片、在筆記簿上做筆記、做影片中的課堂練習。做功課及
繪圖(教科書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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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畢氏定理及其應用 (p.12-14)
影片：「畢氏定理的應用 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5J0vZaSWFk5uLNlfmjmVeJESGOFD7wK/view?usp=sharing
ETV 畢氏定理(20'02)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786204935
功課：2A、B：Ex10B (P.19)，#10、12、13、14、18
2C、D：Ex10B (P.19)，#10、 11、12
功課截止日期：3 月 11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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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題：10.3 畢氏定理的逆定理及其應用 (P.24-29)
影片：「畢氏定理的逆定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tY_eyXeJCROVug5pQh-DO6MpwKG5z4f/view?usp=sharing
功課：2A、B：Ex10C (P.29)，#5、6、7、8、9、11
2C、D：Ex10C (P.29)，#5、6、7、11
功課截止日期：3 月 13 日(五)
電腦

中國歷史

1. 於 Google classroom 閱讀『IT-E1 延伸課題 1 綠色 ICT 的趨勢』演示檔案
2. 於星期三或之後，於 Google classroom 查閱上星期評分及觀看功課解釋
3. 於電腦科 Google classroom 完成『IT-E1 延伸課題 1-網上練習』(課業必須於 3 月 15 日
前完成，否則會視作欠交功課)
1. 預習教科書 P.84-91（甲午戰爭）
2. 觀看教學影片
3. 完成工作紙
於 3 月 15 日前完成課業，並於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綜合人文 1. 請根據筆記指引，並觀看 Flipped classroom《社區層面方面如何救地球？》教學短片(已
上載於校網)，完成筆記 P.18-21
2. 參考 1 所完成的筆記，完成「天氣、氣候與全球暖化工作紙 1.4 」
請於 3 月 13 日或之前把完成的筆記及課業，拍照並轉換成 PDF 檔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交回任教老師
科學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以下課業
1. 工作紙 9.4-9.5。課業完成後須拍照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2. 溫習科學書 CH9P.66-70
繳交日期:15/3/2020 或之前

宗教

1. 預習課本 Ch.11 受難的基督(P.90-93)
2.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瀏覽「Ch.11 受難的基督(Part 2)」教學影片，並於 3 月 13 日或之
前「Ch.11 多項選擇題(Part 2)」練習
3. 於課本 P.90-93 間下重點及依教學影片摘錄筆記
4. 到學校網頁( https://liping.edu.hk )登入 Flipped Classroom 內宗教科，瀏覽「知多一點點之
聖公會傳統簡介─聖餐禮」影片

家政

學習主題：健康的生活─家居整潔
請同學到以下網址觀看教學系列短片(1)廢物處理及(2)小蘇打清潔效能。觀看影片後，同
學除身體力行外，須搜集相關內容 (文字或圖片均可，並於復課後在課堂上提交)
⚫ https://www.mceducation.com.hk/sec/T&L/video/DisposalofRefuse_CE.mp4
⚫ https://youtu.be/VBCylIhFD1I

音樂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根據指示觀看中國民族樂器介紹短片及閱讀相關資料，完成網上
練習。3 月 18 日繳前交。

體育

在 Google classroom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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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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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學記錄每日體溫、心率、運動記錄及作息時間。運動記錄包括：
⚫ 每分鐘次數：仰臥起坐、深蹲、掌上壓/膝上壓、弓箭步
⚫ 每次持續時間：左側平板支撐(秒)、右側平板支撐(秒)
⚫ 其他運動：持續 20 分鐘或以上
課業完成後在 3 月 15 日或以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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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一下午發放學生自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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