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三級自習安排(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
科目

自習材料/課業

中文

1. 中文科網上實時教室：4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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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學習片段 https://reurl.cc/pdD9El，閱讀《濰縣署中寄
舍弟墨第一書》課文，然後完成課後練習 https://forms.gle/GGffZXc97NdqYZLk6
3. 觀看《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學習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E2RXgUr0S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HmSQnuQS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8z4PZehEk
完成鞏固測驗練習 https://forms.gle/sLkZ8j6TcazYW28XA
4. 聆聽練習 https://forms.gle/MfgvsaSJer5CARpV8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於 05/04/2020 前完成以下課業 2-4 項

英文

1. Video tutorial (passive voice revision)
2. Revision exercises: (passive voice + various tenses + reading)
3. Live tutorial (Zoom teaching on 31/3 11:30-12:15, link has been sent to students through eClass)
(Revision of past and past perfect tenses, type 3 conditionals,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as
adjectives)
4. Listening (including video learning and exercises: warm up + Task 2)
The assignments are to be submitted through Google Classroom by the end of 5 April.

數學

1. 數學網上實時教室：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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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10.1 斜率及傾角 P. 3-8；教學影片：斜率及傾角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2ALOuiqc1710HMCk9US69teWMBwYtjn&authuser=1
課業：
l 3A、B：Ex10A(P.11-14) # 1、3、4、6a、7a、8a、10、15、17
l 3C、D：Ex10A(P.11-13) # 1、3、4、6a、7a、8a、10
課業截止日期：4 月 1 日(三)前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3. 課題：10.2 仰角及俯角 P. 16 – 22；教學影片：仰角及俯角（稍後上傳）
課業：
l 3A、B：Ex10B(P.23-25) #1、3、4、6、7、11、13
l 3C、D：Ex10B(P.23-25) #1、3、4、6、7
課業截止日期：4 月 3 日(五)前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電腦

1. 星期二或之後，於 GoogleClassroom 查閱上星期評分
2. 根據 Google classroom 指示，在 Google drive 建立有關資料夾，並將它共享給老師
3. 根據 Google classroom 指示，拍攝及製作自訂題目的多媒體(題目要在上一份功課中得
老師批准)有關的多媒體元素，並儲存在 Google drive 指定資料夾內
課業 2 及 3 須於 4 月 5 日前完成，否則會視作欠交功課

生物

1. 溫習課本內容 P.60-63
1

2. 完課堂工作紙(人類的循環系統 P.60-63)，課堂工作紙已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同學
只須用紙將答案寫下，然後拍照上載便可，4/4 或前交回
3. 完成人類的循環系統-血管小測(上載在 Google classroom)， 4/4 或之前交回
化學

先觀看校網 http://fclass.liping.edu.hk/化學/中三自學短片/離子鍵的形成，再參考筆記
P.60-61，然後回答筆記 P.62-64 的問題，用鉛筆繪畫所有原子及離子的電子圖，須 4 月 4
日前繳交，回校上課後第一堂化學課再繳交筆記答案

物理

學習主題：凸透鏡的成像 I─三條基本法則和成像的性質
1. 觀看翻轉課室-14.5C-D：凸透鏡的成像短片，並使用 Google Form 連結，完成 14.5C-D：
凸透鏡的成像
2. 自習書本內容 P3-6 至 3-18
l 可透過下列 PowerPoint 檔案及內中的實驗片，明白和了解學習的重點和內容
l 最後兩套 YouTube 短片，是總結重點和幫助同學完成功課的
3. 完成 F3 凸透鏡的成像 I_工作紙
於 4 月 3 日前完成 Google Form14.5C-D：凸透鏡的成像和 F3 凸透鏡的成像 I_工作紙，可透
過電郵或 Google Classroom 呈交

中國歷
史

1. 預習專題教學：文革責任分析(重溫課文：P.275-281)
2. 觀看教學影片
3. 以單行紙完成工作紙
於 4 月 4 日前完成，並繳交到 Google classroom

歷史

1. 歷史科網上實時教室：4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30 分，利用 ZOOM 進行實時教學，
內容為課業回饋及講解本周課業的重點，連結已通過 Gmail 及 eClass 電郵給同學
2. 觀看「1945-1970 香港的經濟發展」教學影片，研習書本 P.14-17，並完成書中練習 P.19。
課業部份拍照及轉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3. 完成 Google classroom 發放的「日治時期的香港」歷史資料題。課業部份拍照及轉 PDF
檔上載 google classroom。

地理

1. 上網搜尋香港工業的發展，完成資料回應題 1.3
2. 上網搜尋觀塘的城市問題，完成資料回應題 1.4
所有功課須拍照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5/4 交

宗教

1. 複習課本 Ch.10 關顧貧窮人 P.91-92
2.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瀏覽 Ch.10 關顧貧窮人(Part 2)教學影片及《窮富翁大作戰 III》短
片
3. 於 4 月 3 日或之前登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 Ch.10 多項選擇題(Part 1 & 2)練習

設計與
工藝

請到以下網址觀看教學系列短片(1)滑鼠墊製作方法(熱轉印)及(2)金屬水樽熱轉印方法。觀
看影片後，同學須用紙張作答短片尾的思考題，並於復課後在課堂上提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mqPtACINt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WyCy1MZg8

音樂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根據指示完成 Flipped Classroom 04-和弦進行 II 練習。以 Flipped
Classroom 03 旋律創作練習為基礎，跟據指示改寫旋律，完成後以紙筆記錄後拍照上傳，
並錄影演唱片段或錄屏演奏片段上付。4 月 15 日前繳交

體育

在 GGoogle Classroom 內完成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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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壘球習作，在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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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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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