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4月 6日至 4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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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兩份立意練習，4月 10日影相交 

 觀看短片後，完成立意練習（一） 

 導盲犬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gtuAaPRl1dwHzcBuNOLRus0FgIfjOSr/view?usp=sharin

g  

 導盲犬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7d2dXHYb94 

 觀看爺爺的文章後，完成立意練習（二） 

 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oS-lfw2BXA2C77rcOoA052n-

savVAIh/view?usp=sharing  

2) 觀看「情景寫作」短片後，完成「仁醫」的大綱，用作文紙，寫作一篇不少於 650字

的文章，4月 17日影相交。 

 短片：情景寫作 [陳譜堯老師] 

 作文題目及大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pJ6OTDz3WZwLR2JglO-

suEOYPs2hiES/view?usp=sharing  

4CL2 

1) 立意練習 1：久違了的菜市場，4月 9日交 

2) 立意練習 2：火災現場目擊記，4月 9日交 

3) 閱讀理解：<道德意識>、<墨翁傳>，4月 17日交 

4CL3 

1) 《論仁論孝論君子》工作紙（見附件）（短片見下方），4月 10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1bx7Vym2n98urhgHy2BvAl-nFXKOaIU  

 短片： 《論孝》[陳譜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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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ing 

 短片：《論君子》[黃婉柔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08C2rZjgQfhvYPSq8n8DkUkvjKr_A_XO  

4C 

1) 《論仁論孝論君子》工作紙（論君子部分）（短片見下方），4月 10日交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1bx7Vym2n98urhgHy2BvAl-nFXKOaIU  

 短片：《論君子》[黃婉柔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08C2rZjgQfhvYPSq8n8DkUkvjKr_A_XO  

英國語文 

1) Reading skills ‘Time travellers’ – Study Guide 

2) ‘Time travellers’ (reading exercise) 

3) Online game addiction – Study Guide 

4) Online self-learning video on ‘Online game addiction’  

5) Online self-learning video on ‘How to make an Individual Response’ 

6) Jot notes on English notebook for #4 and #5 

7) Speaking practice – Individual response (recor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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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學習內容：課本第 10章 

1) 學習中四數學 第 10章 圓的基本性質 的 第 10.0 節 及第 10.1節 

2) 觀看中四數學第 10章圓的基本性質學習影片(第 10.0 及 10.1節)，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

有相關連結。 

3) 第 10.0節功課﹕課本 第 10.6至 10.7頁 重溫練習(題目 # 1- 22) 

4) 第 10.1節功課﹕課本 第 10.11頁 綜合即時訓練 10.1(題目 # 1- 8) 

通識教育 
1) 試題操練 2 

2) 完成今日香港第三、四章全部練習題 

物理 
1) 家課：Force and Motion Textbook P.213 (Question 6 to 9) 

2) 瀏覽短片：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FQwkzM7akn7p2P_jNS8iPChT2UtpIip/view 

化學 

1) 課後練習(Ex.16 Q.9-26, 28) 

2) 課後練習(Ex.17 Q.4-12, 13,14) 

3) 短片:    

 Titration 1 

 Titration 2 

 Structural question (titration 1) 

 Structural question (titration 2) 

生物 

時間 : 3/4 - 9/4 

家課 : 文達_人體內的物質轉運 (經 gmail 交功課)  

 

時間 : 15/4 

小測 - 人體內的物質轉運 (3:00pm – 4:00pm googl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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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03,SS04,SS05   

企會財 

(商業) 

市場營銷管理 第 2課 (2.2節- 2.4節): 市場研究 

1) 瀏覽教學影片 (第 2課: 2.2  - 2.4節) 

2) (必須完成) 完成 Google Form練習 (第 2課) 

3) (選擇完成) 自學: 進階工作紙 (第 2課) 

企會財 

(會計) 

財務會計(一) CH 5 非流動資產折舊 

1) 瀏覽教學影片 CH 5 Part 1 

2) 瀏覽教學影片 Ex 5.3 及 5.6 

3) 完成 EX 5.1 – 5.7 

基督教 

教育 

1) 網上靈修分享反思 

 觀看校網上《網上靈修分享》第 6至 8篇 (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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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復活節專題報告 (內聯網電郵有相關指引及 Google form連結) 

中國歷史 

1) 教學短片(第二輯)4「軍閥混戰」及 

2) 資料題練習(2) 「2014年 HKDSE part(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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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三：戰後日本的政治發展 

1) 瀏覽影片及完成題目： 

 日皇裕仁神話背後(二) 

2) zoom線上上課及摘錄筆記（6/4）（13/4） 

 討論裕仁天皇應否為戰爭負上責任？ 

 討論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政治發展。 

3) 瀏覽教學短片： 

 二戰後日本盟軍佔領的政治發展 

 二戰後日本盟軍佔領的經濟發展 

地理 

1) 核對工作紙 8.1 – 8.3 

2) 完成 8.4b動態的地球_預習筆記 

3) 瀏覽教學短片_8.4b動態的地球 

4) 完成 8.4b動態的地球_工作紙 P.34-40 

5) 完成 8.5動態的地球_預習筆記 

6) 瀏覽教學短片_8.5動態的地球 

7) 完成 8.5動態的地球_工作紙 P.41-49 

經濟 

教學內容： 

1) 生產者成本曲線與供應曲線的關係 

2) 生產者盈餘的定義 

3) 價格改變對生產者盈餘的影響 

學習資料：瀏覽短片 

提交課業：完成家課 1-17題 

視憑 

1) 瀏覽短片-「中國藝術-第五課」， 

2) 家課-google表格（中國藝術-第五課），  

3) 家課-視藝日誌-蓮花 

體憑 瀏覽營養及體適能教學短片，並完成工作紙 9-10 

普通體育 瀏覽教學短片，並按短片完成體育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