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3月 2-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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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下獨酌》工作紙，3月 6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P-OCr52EYG2gdOaqERwYmkGOhpW_U9oB 

2) 《登樓》工作紙，3月 13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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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二月份讀書報告一份，3月 16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Az_VqIk03-TWghLqckItE_Mwf7CqPQ/view?usp=sharing  

4) 觀看《論孝》短片後完成筆記 ，3月 20日交 

《論孝》 [陳譜堯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mHQCCZpCYz0Vu_pQ7uxCZ08eIv_6CXC?usp=shar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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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觀看《月下獨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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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OCr52EYG2gdOaqERwYmkGOhpW_U9oB 

 短片：《月下獨酌》 [黄綺琪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7vB8eYd0j3sufBpEDAwSaJrJBYNu5L7 

4C 

1) 觀看《登樓》短片後完成工作紙，3月 4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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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片：《登樓》 [陳思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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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觀看立意評講影片後重做/改正立意練習一、二， 3月 18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2RWLmow2gxDW9MC7CsmtZ864a-

50JNY/view?usp=sharing  

4CL3 

1) 觀看《登樓》短片後完成工作紙，3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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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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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1) Online self-learning video on Reality Shows and check answers 

2) Online self-learning videos on ‘Pros and cons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3) Jot notes on English notebook  

4) Oxford Reading Skills Practice 3 (P.138-139) 

5) Exam Practice (Part A) (P.142-148) 

6) Listening Practice 2 (Study guide) 

7) Listening Practice 2-Technology (P.75-89) 

數學 

1) 第一周﹕ 學習第 6.0章節基本多項式  

 觀看第 6.0章學習短片 中文英文一段(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  

 完成課業 課本第 6.4頁 重溫練習 6.0 

2) 第二周﹕學習第 6.1章節除法 

 觀看第 6.1章學習短片 中文一段 英文三段 (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 

 完成課業  課本第 6.13頁 習題 6A 第 1至 23題單數題 

3) 第三周﹕學習第 6.2章節餘式定理 

 觀看第 6.2章學習短片 中文兩段英文兩段(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  

 完成課業 課本第 6.21頁 習題 6B 第 1至 21題單數題 

通識教育 

1) 時事分析 3（1）一篇 

2) 反思文章一篇 

3) 剪報工作紙 1、2、3 

4) 影片工作紙 1、2 

5) 今日香港第一及二章全部練習題 

物理 
1) 家課：完成課後練習(Force and Newton’s Laws of Motion 24題) 

2) 瀏覽短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8mg2utLQzhDdhnH_nMcE5SAZrZT6Xto/view 

化學 

1) 第 18-19課預習 

2) 補充練習 (下學期星期六的紅色練習)P.12-22, 35-41 

3) 短片: pH scale and indicators 

生物 

時間 : 4/3 – 10/3 

家課 : 文達_人體的氣體交換(經 gmail 交功課) 

時間 : 11/3 :  

小測 - 人體的氣體交換 (3:00pm – 4:00pm google form) 

時間 : 12/3 – 18/3 

1) 教學內容: 第 8課 人體內的物質轉運  – 人的運送系統的重要性 、循環系統的血液及

血管的教學短片    

2) 教學重點 : 

 指出人的運送系統的重要性 

 指出血液的成份及各部份功能 

 指出血管的種類 (動脈、小動脈、微血管、小靜脈、靜脈)、各類血管的特性、功能、

適應特徵如何促進其功能    

3) 家課 : 完成筆記 P1-7(經 gmail 交功課)及選擇題(經 google form 交功課)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8mg2utLQzhDdhnH_nMcE5SAZrZT6Xto/view


資訊及通

訊科技 
瀏覽教學短片及工作紙 1, 2 

企會財

(商業) 

教學內容: 管理導論 

第 6課 (6.1節 – 6.3節) : 中小型企業 

課業跟進: 

1) 瀏覽教學影片（第 6課：6.1節 – 6.3節） 

2) (必須完成) 完成 Google Form 練習 （第 6課） 

3) (選擇完成) 自學：進階工作紙 （第 6課） 

企會財

(會計) 

教學內容: 財務會計(一) 

CH 2 呆帳準備 及 CH 3 應計費用及應計收益 

課業跟進: 

1) 瀏覽影片 CH 2 及 CH 3 Part 1 

2) 完成課本 P.141 練習 4.6 

基督教 

教育 

「思情想愛」 

1) 觀看視像教學短片 (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 

「思情想愛 2」 

2) 觀看視像教學短片 (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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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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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1) 瀏覽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原因教學短片 

2) 完成預習：何謂軍國主義？ 

3) Zoom線上上課筆記摘錄(2/3 , 9/3) 

4) 完成討論題 ：政黨政府無力處理國家甚麼問題？ 

5) 瀏覽教學短片：討論 1930年代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形勢。 

6) 瀏覽影片：戰火無情石原莞爾及完成題目 

7) Zoom線上上課筆記摘錄（16/3） 

地理 

1) 完成鞏固練習選擇題 1 -60 

2) 瀏覽教學短片_討論及講解選擇題 

3) 完成鞏固練習_資料分析題 4 (P.63) 

4) 完成鞏固練習_資料分析題 6 (P.65) 

5) 完成鞏固練習_資料分析題 7 (P.66) 

6) 瀏覽教學短片_測驗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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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 

1) 教學內容： 

 需求和需求定律 

 供應和供應定律 

 市場均衡 

 因素影響需求和供應的改變 

 需求和供應改變對價格和交易量的影響 

2) 學習資料：瀏覽短片 

3) 提交課業：堂課：4 份 

視憑 

1) 瀏覽短片-「中國藝術-第二課」， 

2) 家課-google表格（中國藝術-第二課），  

3) 視藝日誌 

體憑 
1) 完成工作紙 1-2改正 

2) 瀏覽教學短片，並完成健康體適能工作紙 3-4 

體育 瀏覽教學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