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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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級 

學科 學習內容 

中國語文 

5CL1、5C 

1) 立意練習：離別之後，4月 24日交 

2) 觀看《故鄉》短片，完成生活懷感練習（一）第一題：，4月 24日交 

 工作紙：生活懷感練習（一）第一題：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ts5VpIQJIJgJU_X9hkqQjgWsK_kBxXZ  

 短片：《故鄉》[楊學嬰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50AUnXFF6Xk-NYFdUYqT17dWz7YQitp  

5CL2 

觀看《兒子的大玩偶》短片，完成工作紙，4月 24日交 

1) 工作紙： 

 生活懷感練習（一）第二題：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ts5VpIQJIJgJU_X9hkqQjgWsK_kBxXZ  

 生活感懷練習（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bXRg7aYX-

Av27gqz7OqkDM6Shu7e_ko/view?usp=sharing  

2) 短片：《兒子的大玩偶》[陳思佳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cBaIpMovRMnSpNYEi_AMg7XkT6n-

wV?usp=sharing  

5CL3、5D 

1) 閱讀練習一：《中國文化中的人和人倫》、《孟子‧ 公孫丑下》、《孟子‧滕文公

上》，4月 20日交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1Ybi8cn63STcsBBYOKQq72JTU4eSDuz   

2) 《兒子的大玩偶》課後練習二，4月 24日交 【短片及工作紙與 5CL2相同】 

英國語文 

1) Online self-learning video (Advanced sentence patterns writing) 

2) DSE group discussion preparation (refer to teacher’s instructions) 

3) Advanced sentence patterns writing 

4) Listening Part A Tasks 1-4 

5) Listening Part B1 Tasks 5-7 / B2 Tasks 8-10 

數學 

1) 中五級數學學習日期: 【20/4（一）至 24/4（五）】學習內容課本第 9章 

2) 觀看中五數學 第 9章 F.5 Ch 9.1 正弦公式學習影片，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

結。 

3) 功課﹕課本 Ex 9A P.9.14-P.9.15 題目﹕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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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能源科技與環境第三、四章練習題 

物理 

1) 家課 

 26 - 2020-04-13 – V4 – Resistors in series and in paralle l– ENG 

 27 - 2020-04-15 – V4 – Resistance of ammeters, voltmeters and power source – ENG 

 28 - 2020-04-17 – V4 – Revision exercise – Electric Circuits – ENG 

2) 影片 

 16 - V4 - 3.2 - Mains electricity and household wiring - Household wiring - 2020-04-13 

 17 - V4 - 4.1 - Magnetic forces and magnetic fields - 2020-04-15 

 18 - V4 - 4.2 - Magnetic fields of electric current - Magnetic field patterns of electric 

currents – Part A - 2020-04-17 

化學 課後練習(Ex.43 Q.10-17, 21)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ts5VpIQJIJgJU_X9hkqQjgWsK_kBxX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50AUnXFF6Xk-NYFdUYqT17dWz7YQitp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ts5VpIQJIJgJU_X9hkqQjgWsK_kBxXZ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bXRg7aYX-Av27gqz7OqkDM6Shu7e_ko/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bXRg7aYX-Av27gqz7OqkDM6Shu7e_ko/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cBaIpMovRMnSpNYEi_AMg7XkT6n-wV?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cBaIpMovRMnSpNYEi_AMg7XkT6n-wV?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1Ybi8cn63STcsBBYOKQq72JTU4eSDuz


生物 

1) 教學內容: 第 21課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的過程的教學短片       

2) 教學重點: 

 描述及解釋光化學反應進行的地點、進行的過程 

 描述及解釋碳固定進行的地點、進行的過程 

3) 家課 : 完成筆記 P10 – 16 (經 google classroom 交功課)及選擇題 (經 google form 交功課) 

資訊及通

訊科技 

1) 第十三課預習題  

2) 第十三課 JavaScript練習 : 條件語句 

3) 第十三課 JavaScript練習 : 循環 

企會財

(商業) 

會計導論 CH 8  

1) 利用基礎比率評估企業的變現能力和盈利能力 

2) 重溫計算公式及如何作出分析 

 瀏覽影片(老師教材) 

 完成課本第八課: P. 196-200 Q8-17- Q8-20 

企會財

(會計)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CH 5 主要商業功能 

1) 瀏覽教學影片 CH 5 Part 2 & 3 

2) 完成課本 CH 5 P.183-185 練習 

3) 完成 Google Form CH 5 選擇題及短答題 (24/4前繳交) 

基督教教

育 

「認識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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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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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中央集權背景與分割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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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完成論述題(1)  

歷史 

課題二：冷戰第五階段（冷戰結束） 

1) 瀏覽影片及完成題目： 

 戰火無情 18集末日鐘上 

 戰火無情 27集冷戰結束 

 蘇聯變天前夕 

2) zoom線上上課及摘錄筆記（21/4） 

 追溯及解釋冷戰的結束 

3) 瀏覽教學短片： 

冷戰結束: 

 戈巴卓夫改善與西方的關係 

 戈巴卓夫的改革與蘇聯的解體 

 東歐共產政權的結束 

地理 

1) 網上教學/ 瀏覽鞏固練習 P25_DBQ 3解學短片 

2) 網上教學/瀏覽鞏固練習 P26_ DBQ 4 解學短片 

3) 網上教學/ 瀏覽鞏固練習 P30 短文章第 2題解學短片 

4) 網上教學/ 瀏覽書本 P105, DBQ3 解學短片 

5) 完成農業與飢荒 書本 P106, DBQ4 

6) 完成農業與飢荒 鞏固練習 P29_ DBQ 7 

經濟 

1) 教學內容： 

 本地貨幣升值對其他經濟活動的影響 

 聯繫匯率制度的簡介 

 港元兌其他貨幣的匯率 

2) 學習資料：瀏覽短片 

3) 提交課業：完成家課 14-19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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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憑 

1) 瀏覽短片-「雕塑-第十六課」 

2) 家課-雕塑課本 p.69 

3) 家課-視藝日誌 

體憑 瀏覽運動心理學教學短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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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