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4月 27日至 5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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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娃傳》筆記、練習題及分析安媽的地位，5月 1日交 

 短片：《李娃傳》【余拱璧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tD4-4NDjby22K_uEhBY5MgRTkOS6du  

 工作紙練習題：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Kiln7B5l4PHqGfng4WNeFdCKPwRbVTH  

2) 〈我在 xx之中找到快樂〉長文改正，5月 1日交 

5CL2 

《李娃傳》筆記、練習題及分析安媽的地位，5月 1日交【短片及工作紙與 5CL1相同】  

5CL3、5D 

1) 閱讀報告一份，5月 1日交 

2) 工作紙：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Az_VqIk03-

TWghLqckItE_Mwf7CqPQ/view?usp=sharing  

英國語文 

1) Online self-learning video (DSE listen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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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vanced sentence patterns writing 

4) Reading Part A 

5) Reading Part B1/B2 

數學 

學習內容課本第 9章 

1) 觀看中五數學 第 9章 F.5 Ch 9.2 餘弦公式學習影片，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 

2) 功課﹕課本 Ex 9B P.9.24-P.9.25 題目﹕17-24  

通識教育 

1) 四月時事分析 2 

2) 剪報練習 4、5、6 

3) 完成能源科技與環境第三、四章練習題 

物理 

1) 家課 

 30 - 2020-04-27 – V4 – More about electric fields 

 31 - 2020-04-29 – V4 – Revision exercise – Electrostatics 

 32 - 2020-05-01 – V4 – Revision exercise – Electric Circuits 

2) 影片 

 16 - V4 - 4.2 - Magnetic fields of electric current - Magnetic field patterns of electric currents 

– Part B - 2020-04-27 

 17 - V4 - 4.2 - Magnetic fields of electric current - Magnetic field patterns of electric currents 

– Part C - 2020-04-29 

 18 - V4 - 4.3 – Force due to magnetic fields – Magnetic force on a current-carrying conductor 

– Part A - 2020-05-01 

化學 課後練習(Ex.44 Q.21-26,27,28) 

生物 家課 : 文達_ 光合作用 (經 google classroom 交功課) 

資訊及 

通訊科技 

1) 第十三課 JavaScript練習 : 事件程序處理   

2) 第十三課 JavaScript練習 : HTML物件模型 

3) 第十三課 附加練習   

企會財 

(商業) 

會計導論 

Chap 7基本會計原則及慣例 

解釋一些基本的會計原則及慣例的意義及重要性 

1) 瀏覽影片(老師教材) 

2) 完成課本第七課:  測試站 Q7-1 至 Q7-9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tD4-4NDjby22K_uEhBY5MgRTkOS6du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Kiln7B5l4PHqGfng4WNeFdCKPwRbVTH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Az_VqIk03-TWghLqckItE_Mwf7CqP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Az_VqIk03-TWghLqckItE_Mwf7CqPQ/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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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完成課本 P.205-207 練習 

3) 完成 Google Form CH 6 選擇題及短題目 (1/5前完成)   

基督教 

教育 

「認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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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宋分割地方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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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完成論述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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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變天的前夕 

2) zoom線上上課及摘錄筆記（27/4） 

 戈巴卓夫與蘇聯解體 

3) 瀏覽教學短片： 

 冷戰結束 

 3.2戈巴卓夫的改革與蘇聯的解體 

地理 

1) Google meet / 瀏覽農業與飢荒 書本 P106, DBQ4解學短片 

2) Google meet / 瀏覽農業與飢荒 鞏固練習 P29_ DBQ 7解學短片 

3) 完成農業與飢荒 書本 短文章第 1題 

4) 完成農業與飢荒 鞏固練習 P30_ DBQ 8 

經濟 

1) 教學內容： 

 總需求與總需求曲線 

 總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的原因 

 導致總需求改變的原因 

2) 學習資料：瀏覽短片 

3) 提交課業： 完成堂課 1 - 10題 

視憑 

1) 瀏覽短片-「虛擬博物館 1」， 

2) 家課- google表格(虛擬博物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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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 

普通體育 瀏覽教學短片，按指示完成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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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