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二月份】「停課不停學」學習內容 

中四級 

 

學科 學習內容 

中國語文 

4CL1、4D 

1) 完成考試溫習卷 核對及改正，完成後在首頁登分，2月 7日完成後影交 

2) 讀書報告兩份，2月 14日影相交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Az_VqIk03-

TWghLqckItE_Mwf7CqPQ/view?usp=sharing  

3) 《月下獨酌》筆記（短片見下方），2月 21日影相交 

 中四《月下獨酌》[鄧樂兒老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_YzbmTvI8&t=55s  

 中四《月下獨酌》 [黄綺琪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

7vB8eYd0j3sufBpEDAwSaJrJBYNu5L7?usp=sharing  

4) 登樓》筆記（短片見下方），2月 28日影相交 

 中四《登樓》 [鄧樂兒老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_sASh4MR0  

 中四《登樓》 [陳思佳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a/ccckeito.edu.hk/file/d/1fIMflW8BkEbvtQ2tOeAMbeyigIym9vP

K/view?usp=drivesdk 

4CL2 

1) 觀看《登樓》短片後完成筆記及工作紙，3月 20日交 

 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EXC9o1yaUDt2Ed8wW92Kk0xvXVf9S5vw 

 短片：《登樓》 [陳思佳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MqMzu8WFx6OZ4uerlLjcsuWXoNUMRiH   

2) 觀看《史記˙垓下之圍》短片後完成改正，3月 20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p6srk18xg9_Q0ClqPlzVzQ5BDc76tLD 

4CL3 

閱讀報告 1份，2月 29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Az_VqIk03-

TWghLqckItE_Mwf7CqPQ/view?usp=sharing  

4C 

1) 溫習 《山居秋暝》，2月 11日完成 

2) 溫習 《廉頗藺相如列傳》，2月 13日完成 

3) 溫習 《岳陽樓記》，2月 15日完成 

4) 讀書報告兩份，2月 17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Az_VqIk03-

TWghLqckItE_Mwf7CqPQ/view?usp=sharing 

5) 《月下獨酌》工作紙，2月 26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gAgMCPCxHbDOlBz47_wolRNLWYcoTe3/view?usp=s

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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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1) Oxford Reading Skills Practice 1 (P.178-179) 

2) Oxford Reading Skills Practice 2 (P.186-187) 

3) Listening Practice 1 (Study guide) 

4) Listening Practice 1-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P.37-45) 

5) Popular Culture worksheet (for preparation of the topic) 

6) Reality Shows worksheet (reading exercise) 

數學 

1) 請查看內聯網電郵之 GOOGLE LINK 連結以下作業。 

2) 二月份第 1周 ﹕中四 DSE鞏固單元評估(一) 指數 (ASSESSMENT 1 Indices)及評估(二) 多

項式及因式分解 (ASSESSMENT 2 Polynomials and factorization) 

3) 二月份第 2周 ﹕中四 DSE鞏固單元評估(三) 百分數 (ASSESSMENT 3 percentages)及評估

(四) 公式 (ASSESSMENT 4 formulas) 

4) 二月份第 3周 ﹕中四 DSE鞏固單元評估(五) 聯立方程 (ASSESSMENT 5 Simultaneous 

Equations) 

5) 二月份第 4周 ﹕中四 DSE鞏固單元評估(十四) 直線方程 (ASSESSMENT 14 Coordinates 

Geometry) 

通識教育 

1) 時事分析 2（1）、2（2）兩篇 

2) 反思文章一篇 

3) 剪報工作紙 1、2、3、4、5、6 

4) 今日香港第一及二章全部練習題 

物理 完成課後練習(Position and Movement 24題) 

化學 

1) 第 14-17課預習 

2) 補充練習 (下學期星期六的紅色練習)P.1-11, 29-35 

3) 短片:  

 Strong and weak acids 

 Strong and weak alkali 

生物 

時間 : 11/2 – 19/2 

1) 教學內容: 第七課 人體的氣體交換 – 呼吸系統 ppt     

2) 教學重點:   

 能辨認各呼吸道的結構特徵及其功能 

 要牢記氣體交換的過程 

3) 家課 : 完成筆記 P1-10 (經 gmail 交功課) 

時間 : 20/2 – 25/2 

1) 教學內容: 第七課 人體的氣體交換 – 呼吸氣體轉運的教學短片       

2) 教學重點:  

 牢記氣囊的結構如何適應於氣體交換 

 描述呼吸氣體的轉運過程 

3) 家課 : 選擇題(經 google form 交功課) 

時間 : 26/2 –3/3 

1) 教學內容: 第七課 人體的氣體交換 –換氣機制̖、呼吸速率的教學短片 

2) 教學重點:  



 描述換氣機制̖的過程 

 比較吸入和呼出氣體的成份(與實驗有關)  

 由線圖計算呼吸速率 

3) 家課 : 完成筆記 P11-15(經 gmail 交功課) 及選擇題(經 google form 交功課) 

資訊及通

訊科技 

課本第十四章/十五章 

課後練習 

企會財 

(商業) 

教學內容: 管理導論  

第 4.4 – 4.7節: 組織、領導、控制及有效管理原則 

課業跟進: 

1) 閱讀 Powerpoint及課本內容 (第 4.4 – 4.7節) 

2) (必須完成) 練習 BE 11: 管理功能 

3) (選擇完成) 自學：進階工作紙 (第 4課) 

企會財 

(會計) 

教學內容: 財務會計(一) 

CH 2 壞帳及壞帳收回 

課業跟進: 

1) 瀏覽影片 

2) 完成課本 P.141 練習 4.1 

3) 企會財 會計單元: 應試練習 單元一: 全課 

基督教 

教育 

「思情想愛」 

1) 閱覽學習材料：- 簡報、影片 (內聯網電郵有相關 Google form連結) 

2) 完成家課：Google form問答及反思 (內聯網電郵有相關 Google form連結) 

中國歷史 
教學短片(第一輯)１及工作紙 1Qa、b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j6jj8r982wppvbUYBzggn8h_wjYsSi 

歷史 

課題一：明治時期日本的現代化 

1) 完成德川幕府年代的日本預習工作紙 

2) 完成明治天皇閱書報告 

3) 完成文明開化食牛肉閱書報告 

4) 完成討論題：明治時期的日本是否已經現代化？ 

5) 瀏覽「明治憑什麼」影片片段 

6) zoom線上上課筆記摘錄（10/2）（17/2） 

7) 瀏覽明治憲法的漏洞短片及完成題目 

8) 完成大日本帝國憲法閱書報告 

9) 完成大正年間的日本政治發展小測 

10) 瀏覽日本政黨政治的弱點教學短片及完成題目 

11) zoom線上上課筆記摘錄（24/2） 

地理 

1) 完成 2.4河流預習筆記 

2) 瀏覽 2.4a 簡報和錄音講解及完成工作紙 2.4a  

3) 瀏覽 2.4b 簡報和錄音講解及完成工作紙 2.4a  

4) 完成 2.5預習筆記 

5) 瀏覽 2.4 A B工作紙答案，自行改正 



6) 瀏覽 2.5a 簡報和錄音講解及完成工作紙 2.5a  

7) 瀏覽 2.5b 簡報和錄音講解及完成工作紙 2.5b  

8) 完成預習 2.6 

9) 瀏覽 2.6a簡報和錄音講解及完成工作紙 2.6a 

經濟 

教學內容：廠商的目標 

學習資料：瀏覽短片 

提交課業： 

1) 完成堂課 1 – 16 題 

2) 完成家課 1 – 17 題 

視憑 

1) 瀏覽短片-「中國藝術-第一課」， 

2) 家課-google表格（中國藝術-第一課）， 

3) 視藝日誌 

體憑 瀏覽教學短片並完成健康體適能工作紙 1及 2 

體育 瀏覽教學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