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五級自習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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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師表》學習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_6N4Yt0mWM&t=45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Q20OgyOs ， 完 成 《 出 師 表 》 課 文 結 構 工 作 紙
https://reurl.cc/NjjQZ5
3. 朗讀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5LpO9zUkjc&t=78s，錄製朗讀課文第五至七
段並上載至電子教室
4. 觀看《出師表》學習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q4oT7wEM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km7tOGki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3ymbnDrz84
《出師表》課文練習工作紙 https://reurl.cc/rxx9DE
5. 觀看《出師表》翻轉教室片段 https://reurl.cc/204lmn，延伸鞏固 https://reurl.cc/j77W8y，

6.

完成《出師表》小測
https://kahoot.it/challenge/0521680?challenge-id=4f9dc43c-0d04-4bbe-9539-fbad6ca8f64d_158
3405013444
聆聽及綜合能力 https://reurl.cc/GVk8zx
聆聽部分 https://forms.gle/VKCvCquNnxeHjNY2A

錄音片段(粵) https://reurl.cc/vDDDvj
錄音片段(普) https://reurl.cc/oLL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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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項請登入 Google classroom，於 29/03/2020 前完成課業
英文

1. Live tutorial (Zoom teaching on 24/3(Tue) 11:30-12:15 , link has been sent to students through
eclass
2. Listening Unit 10 - Textbook P.10-18 (including video learning, vocabulary building, listening
skills learning, exam skills training and completing listening exercises)
3. Newspaper Cutting (including 1. ZOOM live learning, news article reading, vocabulary building,
question answering technique training, answering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and finishing writing
tasks)
4. Grammar –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including video learning and completing grammar
exercises)
5. Revision and Weekly Test (Quizizz) - 1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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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March.

數學

1. 數學科網上實時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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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ail 及 eClass 電郵給同學
2. 上星期功課改正：1.續概率(二)題解 https://youtu.be/6sctpDktK_U 及 2.續概率(三)題解
1

https://youtu.be/rE8LiuvPiRk
3. 觀看教學片段 1.續概率(四)–條件概率 https://youtu.be/xq48_geshPs 及 2. 續概率(四)–條
件 概 率 更 多 例 子 https://youtu.be/8p-PwU6jMFY 。 另 教 學 材 料 如 下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L_KruAk6CQyt6O6vweTg9ickX_03S37
4.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續概率工作紙(四)，並於 3 月 25 日或之前交回
5. 觀看兩段教學片段續概率(五)–與排列與組合的概率問題及與排列與組合相關概率更
多例子
https://youtu.be/AnF0sBEcY6g 及 https://youtu.be/2WvPTU_Jzps
教學材料：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G82yarZslrlc69cd9A_jq6eNG2wIVj_2
6.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續概率工作紙(五)，並於 3 月 27 日或之前交回
通識

1. 通識網上實時教室：3 月 25 日(星期三)11 時 30 分 利用 ZOOM 進行實時教學，連結已
通過 Gmail 及 eClass 電郵給同學
2. 完成新聞評論 8，於 3 月 28 日或之前在 Google classroom 上載課業
3. 在 Google classroom 觀看 06A 中國環境問題工作紙教學短片，並完成工作紙內容，於 3
月 28 日或之前拍照上載 Google classroom
4. 就獨立專題探究搜集資料

選修一

生物：1. 溫習課文 Ch25 身體的防禦機制 P.9-25
2. 觀看 2 段短片：抗體的產生和抗體的作用(已上載在 Google classroom )，28/3 或前
完成
3. 觀看翻轉教室短片「B 細胞產生的免疫反應」及完成指定問題(已上載在 Google
classroom )，28/3 或前完成
4. 完成 Ch25.2 課堂工作紙(已上載在 Google classroom)，用紙將答案寫下拍照並上傳
Google classroom，28/3 或前交回
5. 完成第 25 章小測 2(已上載在 Google classroom)，28/3 或前交完成
企會財：1. 進入學校網頁 Flipped classroom>企會財 BAFS>基礎個人理財>32b 觀看教材影
片後，完成工作紙 32b 後把答案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2. 進入學校網頁 Flipped classroom>企會財 BAFS>基礎個人理財>32c 觀看教材影
片後，完成工作紙 32c 後把答案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3. 閱讀課本基礎個人理財 P.43-45，完成 Q1-13（答案寫在單行紙後把答案拍照
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4. 進入學校網頁 Flipped classroom>企會財 BAFS>人力資源管理>32d 觀看教材影
片後，完成 P.46Q21 個案題（答案寫在書內後把答案拍照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5. BAFS HW32 P.45Q19a 、 b( 答 案 寫 在 單 行 紙 後 把 答 案 拍 照 上 載 到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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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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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單行紙完成以上功課，並在 3 月 29 日前繳交到 Google classroom
物理：1. 自習書本第四冊第 5.2 章(P.241-252)
2. 觀看四段 YouTube 短片，有助明白學習的內容(實驗 5d 短片為書內的實驗 5d)
3. 課業：
⚫ 完成 F5 第 4 冊第 5.2 章(2nd)工作紙(筆記)
⚫ 完成 F5 第 4 冊第 5.2 章進度評估工作紙
於 3 月 27 日或之前透過 Google Classroom 或電郵提交課業
旅遊與款待：1. 旅遊網上實時教室：
⚫ 3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利用 ZOOM 進行實時教學，連結會透過
whatsapp 於 1：50 發放
⚫ 3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利用 ZOOM 進行實時教學，連結會透過
whatsapp 於 1：50 發放
2. 課業 10：完成 MC 工作紙_25 課_餐單規劃考慮因素
3. 課業 11：完成 MC 工作紙_25 課_餐單價格及餐牌設計
4. 課業 12：完成工作紙 25.4 課_釐定餐單價格
視覺藝術：1. 觀看重溫「如何創作「作品集」簡報(附音效說明)
2. 整理作品三的創作意念，用最少 50-100 字說明，另搜集最少 3 項關於創作
意念的資料，圖片或文字皆可，書寫及貼在 A4 紙上
學習資料已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F5 VA」
，同學可用任何形透過 eclass 或
google class 繳交(30/3 前)。如拍照，請注意攝影效果，如另紙書寫，請注意
排版
選修二

化學：1. 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網上課程 Ch34（2），並完成工作紙 P.7-13 內小測試
所有題目，並拍照上載。30/3 交，4 小時
2. 完成 Chemists Online Self-study Award Scheme 2020 課程，並完成 quiz 及 Assessment
I10：Seminar Materials https://learn.hkmooc.hk/ 30/3 交
組合科學：化學─於 Google classroom 觀看教學影片，並於 3 月 28 日完成下列三項課業
1. 對工作紙 (濃硫酸的氧化性質)，並改正
2. 觀看有關由惰性電極組成的化學電池的教學影片，預習筆記 P.12，並完成
問題 8
3. 觀看碘化鈉溶液+酸化高錳酸鉀溶液化學電池教學動畫，觀看動畫後，同學
須回答網址內(Google form)所有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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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習課本 3CH19 P.3-11 及完成 P.11 測試站。課業完成後須拍照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2.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第 18 章：綜合測驗 1。
課業繳交日期：29/3/2020 或之前
3

經濟：1. 經濟科網上實時教室：3 月 25 日(星期三)10 時 15 分利用 ZOOM 進行實時教學，
連結已通過 Gmail 及 eClass 電郵給同學
2. 預習宏觀經濟學 1 課本 P.142-P.145
3. 溫習課文回顧 19.1-19.2
4. 抄寫課文回顧 19.1-19.2 一次，在單行紙完成，以 PDF 檔在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5. 背默課文回顧 19.2 貨幣的定義和功能，在課堂筆記內完成，並以 PDF 檔在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6. 完成宏觀經濟學 1 課本 Ch.19 課後練習多項選擇題 Q1-Q6，書內完成
7. 完成宏觀經濟學 1 課本 Ch.19 課後練習短題目 Q3-Q4，在課堂筆記內完成，並以
PDF 檔在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地理：1. 預習課本單元 4.3，完成課本 P.30 探究活動 4.4
2. 觀看課文 P.31-34，完成課本 P.34 探究活動 4.5
3. 閱讀課本 P.36-38，完成課本 P.38 個案研究問題
4. 閱讀課本 P.31-38，並完成 P.39-40 每節摘錄
5. 完成地理工作紙練習 4.3
*所有課業須拍照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29/3 交
歷史：1. 研習戰後日本外交關係(書 P.285-292)及相關 Flipped classroom 片段
2. 日本戰後外交歷史資料題(P.296)及 Flipped classroom 教學片段。課業拍照及轉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3. 2018DSE 卷二 Q3 戰後日本發展論述題及 Flipped classroom 教學片段。課業拍照及
轉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4. 專題研習：「太平山街抗疫之旅」片段連學習工作紙(餘下部份)。課業拍照及轉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資訊及通訊科技：1.
2.
3.
4.
5.
體育

ICT 網上實時教室：3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利用 ZOOM 進行實
時教學，連結已通過 Google Classroom 給同學
閱讀筆記選修單元 C2 第十課：使用網頁編寫工具(一)P .16-23
瀏覽升學就業資訊影片
星期三或之後，於 Google classroom 查閱上星期功課評分及功課解釋
於電腦科 Google classroom 內，完成第十課：使用網頁編寫工具(一)網上練習。同學須於 3 月 29 日前完成

在 Google classroom 完成以下工作：
1. 完成 F.5 個人運動記錄。在 3 月 29 日或以前繳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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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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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