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三級自習安排(3 月 23 日至 27 日)
科目

自習材料/課業

中文

1. 中文科網上實時教室：3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1:30 利用 ZOOM 進行實時教學，連
結已通過 Gmail 及 eClass 電郵給同學
2. 觀看資料 https://reurl.cc/yZyDj6，然後完成《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語譯練習
https://forms.gle/51D3nVw7xPtfCsmH7
3. 觀看網上《濰縣署中寄舍弟墨觀第一書》學習片段
https://www.learnmode.net/flip/video/356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uR6CMOtQY
閱讀《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課文及簡報 https://reurl.cc/ar5nxG，完成結構問答
工作紙 https://reurl.cc/pdDDKb，將答案記在單行紙上或課堂筆記簿內，並拍攝照片上
傳檔案
4. 朗讀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41rFT4LWA&feature=youtu.be
錄製朗讀課文，並上載至電子教室
5. 觀看個人短講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xG2Zt-Z0us，試根據題目「你
認為香港青少年最缺乏哪種傳統美德？試談談你的看法。」作 2 分鐘個人短講，然
後錄製聲音片段，上載至電子教室
2-5 項請登入 Google classroom，於 29/03/2020 前完成課業

英文

1. Live tutorial- Reading skills (Zoom teaching on 24/3(Tue) 11:30-12:15, link has been sent to
students through eclass)
2. To-infinitives & gerunds (including video teaching and completing exercise)
3. Reporting questions (including video teaching and completing exercise)
The assignments are to be submitted via Google Classroom by the end of 29 March.

數學

1. 網上實時教室：3 月 23 日（星期一）11 時 30 分，利用 ZOOM 進行實時教學，連結
已通過 eClass 及 Gmail 電郵給同學
2. 重溫第九課面積和體積(三) (新世代數學 3B)，教學影片「錐體體積&總表面面積」：
https://youtu.be/J2TBVmmO1MM
課業如下：
⚫ F3A、B：補充練習 9(P.9.58）#1、2、5、8、10、11、23、30
⚫ F3C、D：補充練習 9(P.9.58）#1、2、5、8、10、11
功課截止日期：3 月 25 日(三)
3. 重溫第九課，教學影片「球體體積&總表面面積」、「相似平面&立體」
https://youtu.be/ZMSVWKXppG0 及 https://youtu.be/q0LdFztKuKY
課業如下：
⚫ F3A、B：補充練習 9（P.9.58） # 3、4、12、14、17、18、22、24
⚫ F3C、D：補充練習 9 ( P.9.58） # 3、4、12、14、17、18
功課截止日期：3 月 27 日(五)

電腦

1. 觀看 Flipped Classroom 及相關超連結，完成課堂示範並研習第 12 課
2. 星期三或之後，於 Google classroom 查閱上星期課業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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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電腦科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第 12 課網上練習。同學須於 3 月 29 日前完成
生物

1. 溫習課本內容 P.60-63
2. 完成課堂工作紙(人類消化系统 P.60-63)，課堂工作紙已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同
學用紙將答案寫下，然後拍照上載便可，28/3 或前交回
3. 完成人類的循環系統-血液小測(已上載在 Google classroom)，28/3 或前交回

化學

1. 化學科網上實時教室：3 月 276 日(星期五)上午 11:30 利用 ZOOM 進行實時教學，連
結已通過 Gmail 及 eClass 電郵給同學
2. 先觀看校網 http://fclass.liping.edu.hk/化學/中三自學短片/聚己內酯，並閱讀 eClass 附
件文章一篇(可導電塑膠)。最後回答工作紙(5)，完成後於 eClass 寄回勞惠昌老師。
須 27 月 3 日前繳交。

物理

學習主題：凸透鏡和凹透鏡
1. 觀看翻轉課堂，並自習課本第 3.1 課(書 P3-2 至 3-4)
2. 觀看 4 段 YouTube 影片，能幫助明白書本內容。並完成 Google Form
3. 完成書本 P3-4 至 3-5 內的自我評估 3.1 及練習 3.1
同學須於 3 月 27 日或之前呈交功課

中國歷史

1. 預習教科書 P.290-293（中國外交關係(2)）
2. 觀看教學影片
3. 完成工作紙
於 3 月 29 日前完成，並繳交到 Google classroom

歷史

1. 歷史科網上實時教室：3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1:30 利用 ZOOM 進行實時教學，連
結已通過 Gmail 及 eClass 電郵給同學。內容為「日治時期香港的經濟、教育及社會
政策」及課業教授，之後研習書本 P.9-14
2. 完成書 P.13 的歷史資料題，課業拍照及轉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3. 在歷史筆記簿內完成「日治時期的香港」思考圖(Mind Map)，課業拍照及轉 PDF 檔
上載 Google classroom
課業須於 29/3 或以前交回

地理

網上搜尋「香港的城市問題」
，完成「資料回應題工作紙 1. 2」
。功課須拍照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29/3 交

宗教

1. 溫習 Ch.3 及 Ch.4 的內容(包括課本、中英詞彙筆記及教學影片)，於 3 月 27 日或之
前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Ch.3 & Ch.4」小測
2. 預習課本 Ch.10 關顧貧窮人 P.90-92
3.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瀏覽「Ch.10 關顧貧窮人(Part 1)」教學影片及新聞短片
4. 於 3 月 27 日或之前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上載有關香港貧窮問題資料一則(以相片
檔/Word/PDF 檔，要求及示例參閱教學影片)

視藝

剪紙 paper cutting：上一次同學以書寫方式練習過字體。這次試以剪紙形式表達，用自
己的中文名字，加上裝飾，製作一幅名字設計。作品尺寸不限，剪紙剪裁在顏色紙上，
完成後並裱貼上另一色纸。
學習步驟﹕
1. 先觀看「剪紙 paper cutting」簡報，及剪紙教學短片認識剪紙技法
2. 參考附件剪紙作品範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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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剪紙創作，復課後交課業
教學短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nqY7Xty1A
音樂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根據指示完成 Flipped classroom 04 練習。4 月 1 日繳前交

家政

學習主題：我們的衣櫥─纖維與布料-尼龍
請同學到以下網址觀看教學系列短片 nylon fibres 尼龍布料。觀看影片後，同學須搜集
尼龍製品的相關資料 (文字或圖片均可，並於復課後在課堂上提交
https://youtu.be/Ew22Lc3I9K8

體育

在 Google classroom 完成以下工作：
1. 完成花式跳繩習作，在 3 月 27 日或以前繳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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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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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一下午均發放學生自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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