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五級自習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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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於 22/03/2020 前完成以下課業：
1. 觀看網上《出師表》學習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UXU3KJpHQ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TxgcUcB6w
完成《出師表》預習題目 https://forms.gle/jLvJhHfkWWMvCH1JA
2. 朗讀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5LpO9zUkjc&t=78s
錄製朗讀課文第一至四段並上載至電子教室
3. 完成《出師表》完成語譯練習 https://forms.gle/xVXzoHGBwaimdkUHA
4. 觀看網上《出師表》學習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rqfyEHAwCk&t=1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H9zIMQh9A&t=7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prXBBokx8
閱讀《出師表》課文完成課文問題 https://forms.gle/w2V3wAnbPmRpAanq8
5. 寫作能力練習：試以「紀念冊上的這一句話，令我終生受用。」為首句，續
寫這篇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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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1. Listening Unit 10- Textbook P.2-9 (including video learning, vocabulary building,
listening skills learning, exam skills training and completing listening exercises)
2. Listening-BBC (including video learning, vocabulary building, question answer
technique training, listening to a radio programme,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finishing
writing tasks)
3. Grammar-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including video learning and
completing grammar exercises)
4. Revision and Weekly Test (Quizi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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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時數
1.5 小時

30 分鐘
1.5 小時
1.5 小時

2 小時

3 小時
2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All videos will be uploaded to Google classroom and the assignments are to be submitted
using Google Forms via Google classroom by the end of 22 March.
數學

通識

1. 上星期功課改正：排列與組合(四)題解及續概率(一)題解
https://youtu.be/YoMGiv0zNDs；https://youtu.be/TdlMM0PNeA4
2. 觀看教學片段續概率(二)加法定律及續概率(一)加法定律更多例子
https://youtu.be/JrqNUTjg0Q0；https://youtu.be/CX8vfyxLNRM
教學材料：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yTRlDp5pMbPWRfdIGtk8ncZJUZS8E1u
3. 在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續概率工作紙(二)(18/3 或之前完成，並上載 Google
classroom)
4. 看教學片段續概率(三)獨立事件乘法定律及續概率(一)獨立事件更多例子
https://youtu.be/uuGul4nxl78；https://youtu.be/AAsRl7Rr34g
教學材料: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w2qPv0FzpbmcwfqKl_CSQPJI45cmpb6
5. 在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續概率工作紙(三)(18/3 或之前完成，並上載 Google
classroom)

1 小時
1 小時

1.5 小時
1 小時

1.5 小時

1. 預習教科書課題 5「改革開放對環境的影響」P128-167
2. 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以下兩段短片，完成中國環境問題筆記(寫在筆記簿
內)，並 3 月 22 日或之前將筆記內容拍照上載 Google classroom
l 中國環境問題筆記教學短片(同學須根據教學短片內容完成筆記)：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t-KrPxgJ7vvMMPJa0DmEXguQL3E-_A/view?us
p=sharing
l 鏗鏘集：霧霾天氣：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6Ox3OpJlsw&t=715s
3. 好書推介：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環保一年不會死！不用衛生紙的紐約
客減碳生活日記》書籍推介及電影預告片，然後在筆記簿回答有關問題(復
課後於課堂檢查及討論)

1.5 小時
2.5 小時

選修一 生物：1. 溫習課文 Ch25 身體的防禦機制 P.1-14
2. 觀看動畫短片(炎性反應)，21/3 或前完成
3. 觀看翻轉教室短片「實驗 25.1」及完成指定問題(上載在 Google
classroom )，21/3 或前完成

2 小時
30 分鐘
30 分鐘
2 小時

4. 完成 Ch25.1 課堂工作紙(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發放)，用紙將答案寫
下拍照並上傳 Google classroom，21/3 或前交回
5. 完成第 25 章小測 1(上載在 google classroom)，21/3 或前交完成

50 分鐘

企會財：1. 進入學校網頁 Flipped classroom>企會財 BAFS>市場營銷管理>63d 觀
看教材影片後，完成 P.95Q3.18a、b（答案寫在書內後把答案拍照上
載到 Google classroom）
2. 進入學校網頁 Flipped classroom>企會財 BAFS>市場營銷管理>63e 觀
看教材影片後，完成 P.96Q3.20a、c、d（答案寫在書內後把答案拍
照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1.5 小時

2

1 小時

1.5 小時

3. 進入學校網頁 Flipped classroom>企會財 BAFS>基礎個人理財>32a 觀
看教材影片後，完成工作紙 32a 後把答案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4. 閱讀課本：基礎個人理財 P.21-38 內容後，完成 P.28 Q1, P.30Q3 及
P38Q1（答案寫在書內後把答案拍照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1 小時

中國歷史：1. 預習教科書（五下）P.58-93，並完成筆記
2. 利用 Google classroom 觀看教學短片
3. 完成課業 16 書 P.64 練習
4. 完成課業 15 書 P.88 練習
*於單行紙完成以上課業，並在 3 月 22 日前繳交到 Google classroom

30 分鐘
1 小時
75 分鐘
75 分鐘

物理：1. 自習書本第四冊第 5.1 章，透過短片協助
2. 完成工作紙 2 份：A 工作紙(筆記)及 B 進度評估工作紙(練習可參考書
內的例題)
於 3 月 20 日或之前完成工作紙，同學可於 Google classroom 或電郵交

3 小時
3 小時

旅遊與款待：1. 網上課堂：24 課_常見的餐飲服務例子及 25 課_餐單的種類與
選擇性(選修同學根據約定時間上課)
2. 課業 7：完成 MC 工作紙_25 課_餐單的種類與目標_1
3. 課業 8：完成 MC 工作紙_25 課_餐單的種類與目標_2
4. 課業 9：預習 25.3 課_餐單規劃的考慮因素並完成預習工作紙
25.3
視覺藝術：1. 觀看「藝術評賞比較如何寫？(三)」簡報(附音效說明)
2. 完成藝術評賞與創作練習 1c (可參考「藝術評賞指引及字詞參考
資料 1920」)
3. 完成工作紙中題二的藝術創作(另用畫紙創作)
學習資料可從 Google classroom 中「F5 VA」中找到，同學可用透
過 Eclass 或 Google classroom 繳交(23/3 前)。如拍照，請注意攝影
效果；如另紙書寫，請注意排版

3 小時

選修二 化學：1. 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網上課程 Ch34，並完成工作紙內的小測試，
完成後於 23/3 拍照上載
2. 完成 Chemists Online Self-study Award Scheme 2020 課程，並完成 quiz
及 Assessment I09：Colour Chemistry (https://learn.hkmooc.hk/)23/3 交

4 小時

組合科學：化學─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教學影片，並於 3 月 21 日完成以下
課業：
1. 核對筆記 P.11 問題 7 答案，並作改正
2. 觀看有關濃硝酸和濃硫酸的教學影片，預習筆記 P.11，並
完成工作紙 (濃硫酸的氧化性質)
3. 觀看濃硫酸的實驗影片，寫出濃硫酸有什麼的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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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6 小時

2 小時

45 分鐘
1.5 小時
45 分鐘

用單行紙完成課業後拍照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並於復
課後交回
生物─1. 完成 CH18 P.15Q1-5。課業完成後須拍照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2. 改正工作紙 CH16 及 CH15 P.48Q23 論述題（用做功課的同
一張單行紙完成改正，之後拍照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課業繳交日期：22/3/2020 或之前

1 小時
1 小時

經濟：1. 完成宏觀經濟學 1 課本 Ch.15 P.33-34 資料回應題，在課堂筆記內完成，
並以 PDF 檔在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2. 完成宏觀經濟學 1 課本 Ch.16 P.16 長題目 Q2-Q3，在課堂筆記內完成，
並以 PDF 檔在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3. 觀看 Google Classroom 教學短片
4. 背默課文回顧 16.5，在課堂筆記內完成，以 PDF 檔在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5. 溫習宏觀經濟學 1 課本 Ch.16 全課，朗讀課文回顧 16.1-16.5 一次，將
錄音檔案在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1 小時

地理：1. 預習 P.17-18，並完成探究活動 4.3
2. 觀看課文 P.19-25「香港城市的內部結構有什麼轉變？」及 P.26-28「香
港的城市人口怎樣遷移？」，並做簡單的筆記
3. 閱讀課本 P.19-28，完成 P.28-29 每節摘錄
4. 完成工作紙練習 4.2

1 小時
1 小時

歷史：1. 戰後日本社會歷史資料題(書 P.284)及 Flipped classroom 教學片段。課
業拍照及轉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2. 戰後日本外交關係預習課習。課業拍照及轉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3. 研習戰後日本外交關係(書 P.285-292)及相關 Flipped classroom 片段
4. 專題研習：「太平山街抗疫之旅」片段連學習工作紙。課業拍照及轉

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2 小時

1.5 小時
1.5 小時
2 小時
30 分鐘
2.5 小時
3 小時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資訊及通訊科技：1. 閱讀筆記無障礙網頁手冊 P.1-19
2. 星期三或之後，於 Google classroom 查閱上星期功課評分
及觀看功課解釋
3. 於電腦科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特別課題：無障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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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

在 Google classroom 上載個人 4 分鐘體適能循環訓練，配以音樂進行，內容按
HIIT 及 TABATA 的訓練要點。完成後在 3 月 20 日或以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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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時
30 分鐘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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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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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