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三級自習安排(3 月 16 日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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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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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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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習材料/課業

學習時數

中文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於 22/03/2020 前完成以下課業：
1. 閱讀理解 https://forms.gle/qNyN6SDGK8fSnCRH6
1 小時
2. 長文寫作：試以「習慣」為題，寫作一篇 450 字以上的文章，可寫在 1.5 小時
單行紙上再拍攝成圖片或以 word 電子檔案形式上載至電子教室
3. 閱覽實用文寫作---通告範本 https://reurl.cc/Wd4XMD
1 小時
實用文寫作：試根據題目及資料，完成實用文練習，可寫在單行紙上再
拍攝成圖片或以 word 電子檔案形式上載至電子教室
https://forms.gle/ShQCeqYCaAiCogfPA
4. 聆聽練習 https://forms.gle/os5K6ibkfz3PKuA48
45 分鐘

英文

1. Grammar: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as adjectives (TB 3B Unit 5 P.14-15)
l Video teaching
l Completing exercise in Google form
2. Writing Task - An opinion essay -“Will robots make our lives better or
worse”?
l Video teaching of how to write an opinion essay
l Video that helps students to brainstorm ideas
l Video teaching of vocabulary related to robots
l Students type their essay in WORD document
The assignments are to be submitted via Google Classroom by the end of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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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記簿上做筆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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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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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時

3 小時

所有紙本功課，須於復課後交回科任老師
1. 課題：9.3B 球體的表面面積 (P.32-34)
影片：「球體的表面面積」
「球體的表面面積」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ySN9wNvFye9FflwaW0Eut7veMgcOL2o/view?
usp=sharing
功課：3A、B：Ex9C(P.35) #2b、3b、4a、5b、9
3C、D：Ex9C(P.35) #1b、2b、3b、4a
2. 課題：9.4 長度、面積和體積的維數 (P.39-40)
影片：「長度、面積和體積的維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I3e-pXBQONb7QllJomYrFKp-402JtIE/view?usp
=sharing
功課：3A、B：課堂練習 9.4(P.40) Ex9D(P.41) #4、5
3C、D：課堂練習 9.4(P.40) Ex9D(P.41) #4、5
功課截止日期：3 月 18 日(三)
3. 課題：9.5 相似平面圖形和相似立體 (P.42-50)
影片：「相似平面圖形」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TV3tsaZ0iam__Aqs3jC95Kc0Gzpmuc3/view?us
p=sharing
「相似立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0_Z0etGT8DZ8Vmy4tfH8vpj_8sBDOcg/view?us
p=sharing
功課：3A、B：Ex9E(P.51) #3、5、7、9、10、11、12
3C、D：Ex9E(P.51) #3、5、7、10、11
功課截止日期：3 月 20 日(五)

2 小時

2 小時

電腦

1. 觀看 Flipped Classroom 及相關超連結，並研習第 11 課
2. 星期三或之後，於 GoogleClassroom 查閱上星期評分
3. 於電腦科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第 11 課多項選擇題及問答題-網上練
習』同學必須於 3 月 22 日前完成，否則會視作欠交功課

55 分鐘
5 分鐘
30 分鐘

生物

1. 溫習課本內容 P.53-55

30 分鐘

2. 完成課堂工作紙(人類消化系统 P.53-55)，工作紙已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同學用紙將答案寫下，然後拍照上載便可，21/3 或前交回
3. 觀 看 翻 轉 教 室 短 片 「 吸 收 作 用 」 及 完 成 指 定 問 題 ( 上 載 在 Google
classroom )，21/3 或前完成

30 分鐘

化學

先觀看校網 http://fclass.liping.edu.hk/化學/中三自學短片/防彈背心，並到
eClass 閱讀附件文章一篇(題目：防彈背心)。最後回答附件工作紙(4)問題，
完成後以 eClass (用 word 或 pdf 格式)寄回勞惠昌老師。課業須 3 月 20 日
前繳交

1.5 小時

物理

折射光線圖和折射的日常例子的學習重點：
l 利用光線圖解釋折射現象，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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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鐘

l
1.
2.
3.
中國歷史

須懂得繪畫折射光線圖
預習書第 P2-13 頁。觀看 3 套短片，自習書 P.2-13 和 2-14
45 分鐘
完成 Google Form 練習，3 月 20 日或之前完成
2+3=45 分
完成工作紙(2.1)或書本 P. 2-19 第 23、24 題。於 3 月 20 日或之前呈交科
鐘
任老師。可在 Google classroom 或電郵提交課業

1. 預習教科書 P.290-293 中國外交關係(1)
2. 觀看教學影片
3. 完成工作紙，於 3 月 22 日前於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15 分鐘
30 分鐘
45 分鐘

1. 研習書本 P.1-9 及 Flipped classroom 有關「1900-1941 的香港經濟發展及
政治方面日治時期的香港」教學片段
2. 「1900-1941 的香港經濟發展及政治方面日治時期的香港」課業，以
Google form 形式發放及完成

45 分鐘

地理

觀看網上「商業中心區的土地」https://youtu.be/Lq0uDw2ZqZI，完成「資料
回應題工作紙 1. 1」，功課須拍照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22/3 交

1.5 小時

宗教

1.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瀏覽「Ch.4 福音傳開(Part 3)」教學影片及「消除
歧視 人人平等」短片

1.5 小時

歷史

45 分鐘

2. 在課本上完成 P.36-37「生活討論區」及閱讀課本 P.39 啟發故事
3. 瀏覽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的網站有關「平等機會法例」部分
4. 到學校網頁( https://liping.edu.hk )登入 Flipped Classroom 內宗教科，瀏覽
「中三級宗教科中英詞彙教室」學習 Ch.4 的英文詞彙，並於 3 月 20 日
或之前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Ch.4 多項選擇題(Part 3)」練習
音樂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根據指示完成 Flipped Classroom 03 練習。3 月 25
日繳前交

2 小時

設計與科技

請同學到以下網址觀看教學系列短片(1)木材表面處理及(2)木製托盤製作
方法。觀看影片後，同學需用紙張作答短片尾的思考題，並於復課後在課
堂上提交
https://youtu.be/qAfRuUjD0z8
https://youtu.be/lUT_jXnJpu8

1 小時

體育

於 Google classroom 完成以下工作：
1. 閱讀筆記，完成 F.3 欖球習作。
2. 完成個人健康記錄表：包括每日體溫、心率、運動記錄*及作息時間
*運動記錄包括:
(1) 每分鐘次數：仰臥起坐 深蹲 掌上壓/膝上壓 弓箭步
(2) 每次持續時間：左側平板支撐 (秒) 右側平板支撐(秒)
(3) 其他運動：持續 20 分鐘或以上
3. 上載個人體適能循環訓練短片：同學在指定網上學習體適能訓練方
法，選擇 6 組動作進行練習，整套動作需包括上軀幹、核心肌群及下
軀幹順次序設計，可配以音樂進行。在 3 月 20 日或以前繳交。
課業 1 及 2 在 3 月 22 日或以前繳交。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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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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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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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