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4月 20日至 4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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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讀書報告，4月 20日拍照交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Az_VqIk03-

TWghLqckItE_Mwf7CqPQ/view?usp=sharing 

2) 觀看《論四端》短片，記下筆記及完成工作紙，4月 24日拍照交 

 短片：中四《論四端》[陳譜堯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nFFudMhopsCGpObBFiXOJtdATS9SsEv/view?usp=sharing  

 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Cy9OTA0JKA8hI3KmyrsJLAIZFsqaWfk/view?usp=sharing  

3) 熟背《論仁論孝論君子》及默寫，4月 24日完成，復課後背默 

4CL2 

1) 立意練習：星期天上茶樓，4月 20日交 

2) 觀看《魚我所欲也章》短片，閱讀字詞及語譯筆記，記下筆記及完成工作紙，4月 24日

拍照交 

 短片：《魚我所欲也》 [陳思佳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J0i5SMf570UmWq6TWM7PZt60x3Jttn  

 文言字詞及語譯筆記：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SrZi662zEFbgRt3o_tJyCyvKJdvtsVs   

 補充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cOpaRahCfjQaiIYwL9NBAyKUBU5dPJi  

4CL3、4C 

1) 讀書報告（三），4月 24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Az_VqIk03-

TWghLqckItE_Mwf7CqPQ/view?usp=sharing 

英國語文 

1) Reading skills ‘Selfies’ – Study Guide  

2) ‘Selfies’ reading exercise 

3) Listening practice 3 – Reading p.90-92 on ‘Extract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 File (1)’ 

4) Complete the practice exercises on extracting the information on p.93-94 

5) Read p.95 on ‘Organizing informatio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on p.96 

數學 

課本第 10章第 10.2章節 

1) 學習中四數學 第 10章 圓的基本性質 的 第 10.2節 

2) 觀看中四數學第 10章圓的基本性質學習影片(第 10.2節)，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

結。 

3) 第 10.2節功課﹕課本 第 10.25頁 習題 10A (題目 # 1, 3 , 5, 7, 9, 11, 13, 15) 

4) 觀看延伸學習材料﹕https://www.gmath.hk/s4/Basic-Properties-of-Circles 

5) 核對及改正第 6.3 章及補充 6答案 

通識教育 

1) 反思文章一篇 

2) 四月時事分析 1 

3) 剪報練習 1、2、3 

4) 完成今日香港第三、四章全部練習題 

物理 
1) Force and Motion Textbook P.216 (checkpoint 2) 

2) 瀏覽短片：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dpU3NmA5QCset6yHtY8-qeL1jFnI_1s/view 

化學 課後練習(Ex.18 Q.1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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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1) 教學內容 : 第 12 課 有花植物的生殖     無性生殖及營養繁殖 (筆記 P1-7 )   

2) 教學重點 : 

 比較無性及有性生殖 (使用適當字眼: 親本、配子、受精、合子、遺傳上相同/不同、有

絲/減數細胞分裂) 

 描述營養繁殖的過程(如何由營養/地下儲存器官繁殖成一棵新的植株?) 

 指出營養繁殖的種類 : 塊莖、根莖、鱗莖及球莖 (儲存食物的部分及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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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及 

通訊科技 

1) 瀏覽第七章試算表檔案及影片 

2) 完成工作紙 SS06,SS07   

企會財

(商業) 

市場營銷管理 CH 3 

1) 瀏覽教學影片 (第 3課: 3.2節 – 3.6節) : 市場研究 

2) (必須完成): 完成 Google Form 練習 (第 3課) 

3) (選擇完成)自學: 進階工作紙 (第 3課) 

企會財

(會計) 

財務會計(一) CH 5 非流動資產折舊 

1) 瀏覽教學片 CH 5 Part 2  

2) 瀏覽教學影片 EX 5.9 

3) 功課 P.182 EX 5.8-5.10 (24/4前繳交) 

基督教教

育 

「談婚論嫁 2」 

1) 觀看視像教學短片 (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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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瀏覽教學短片(第三輯) 抗日戰爭(上)_日本侵華原因與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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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完成論述題(1) 

歷史 

課題三：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 

1) 瀏覽影片及完成題目： 

 戰火無情 2日皇與軍隊 

2) zoom線上上課及摘錄筆記（21/4） 

 討論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 

3) 瀏覽教學短片： 

 二戰後日本盟軍佔領的經濟發展 

 二戰後日本盟軍佔領的外交發展 

地理 

1) 書 p27_測試站 

2) 書 p.40_測試站 

3) 書 p63_測試站 

4) 觀看教學影片_測試站講解 

經濟 

1) 教學內容： 

 市場需求 

 需求定律 

 需求與需求量的分別 

2) 學習資料： 瀏覽短片 

3) 提交課業：完成堂課 1, 2 

視憑 

1) 瀏覽短片-「中國藝術-第六課」， 

2) 家課-google表格（中國藝術-第六課），  

3) 家課-視藝日誌-素描 

體憑 瀏覽體適能及營養教學短片，並完成工作紙 11，12 

普通體育 瀏覽教學短片，按指示完成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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