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科目

作業功課

慕光英文書院
延長假期同學各學科學習進度列表_中一_Week 6 (9/3-13/3)
學習材料
網上教學片段

數學

Ex 8.3 Q3, 4, 13

中文

(1)工作紙頁 5-6。
(2)將本單元(文言基礎知識) 單元三、五文言基礎工作紙
觀看網上教學時所摘錄的筆 相關連結
記，拍照給科任老師檢查。

English

(1) Speaking (Giving advice)
Answer-checking
Module Booklet p.20-21
Listening
1. Essential Listening
(2) Listening - Module 3: A
p.72-73
Better Me
2. PowerPoint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p.7273

9/3

綜合人文科 5.4 課 工作紙

8.3 中/英文 PPT

負責老師

8.3 百分數增減
8.3 教學(1)(32:05)
8.3 教學(2)(14:52)
8.3 教學(3)(14:09)
8.3 教學(4)(13:24)
8.3 教學(5)(15:50)
8.3 基礎練習示例(15:10)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文言虛詞「也」及狐假虎威語譯
相關連結(26:57)
文言字詞特色 1
相關連結(9:36)
文言字詞特色 2
相關連結(33:28)

李軒奇

Speaking Answer-checking
Teaching video (14 mins)
Book Listening
Listening Lesson Part 1
Teaching video (34 mins)

Ms Rabia
Bibi, Ms
Angel Yu

1A 班 - 5.4 工作紙解說 (Part 1)
相關連結(27:08)
1A 班 - 5.4 工作紙解說 (Part 2)
相關連結(27:47)
劉純清
1B-1D 班 5.4 課工作紙解說 part (1)
邱家穎
相關連結 (15:23)
1B-1D 班 5.4 課工作紙解說 part(2) 相
關連結 (14:44)

8.3 百分數增減
8.3 普通練習示例(1)(4:27)
8.3 普通練習示例(2)(6:02)
8.3 普通練習示例(3)(3:07)
8.3 普通練習示例(4)(4:14)
8.3 普通練習示例(5)(3:21)

數學

English
10/3
電腦

Module 3: A Better Me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p.7475

(1)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Listening Lesson 2
p.74-75
Teaching video (41 mins)
(2) PowerPoint

Ms Angel
Yu

預習 Google 試算表的功能

Google 試算表一覽表
Google 試算表 資料輸入初級
Google 試 算 表 - 簡 易 的 紀 錄
JOE Sir (17:05)
(16:27)
Google 試算表 初級
Google 試算表- 功能介紹 (3:04)

張永豐

中一 剪報回饋 part 1
相關連結 (22:17)
綜合人文科

中國語文
11/3
數學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校本閱讀理解練習：啞孝子

啞孝子

中一剪報回饋 part2
相關連結 (12:11)
<啞孝子>內容分析
相關連結(20:03)
<啞孝子>練習
相關連結(13:52)
8.3 百分數增減
8.3 高階練習示例(1)(11:22)
8.3 高階練習示例(2)(7:16)

劉純清
邱家穎

陳潔珍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科學

熱傳遞工作紙
Heat transfer (conduction)
Exercise 3

食品科學

完成 Google Form 工作紙

English

Grammar Review - Should
Supplementary WS

11/3

音樂
12/3

體育
English

13/3

中國語文

中一科學 熱傳遞 對流 1 (18:04)
中一科學 熱傳遞 對流 2 (18:04)
中一科學 熱傳遞 傳導 (23min)
ch5.2 conduction_1_e
(19min)
熱傳遞簡報
ch5.2 conduction_2_e
Powerpoint of heat transfer
(5 min)
(conduction)
習題講解
F1_Ch05_ex_04_LQ_題解 (12:30)
F1_Ch05_ex_04_MC_題解(30:11)
ch5_exercise_3_tea_e
(29min)
測試食物中的蛋白質及葡萄糖教學短
片 (10:57)
Grammar Lesson on ‘Should’
(1) Supplementary WS
Teaching video (7 mins)

觀看整條影片後，回答校本
堂課習作 P.9 問題(1-5)後用手
校本堂課習作
機 拍 下 所 做 的 答 案 以
whatsapp 提交
完成 網上工作紙:中一級在家
運動工作紙(二) (連結)
Grammar Review - Should
(Answer-checking)
(1) Supplementary WS
Supplementary WS

單元三、五實用文：啟事

啟事工作紙

歐達江
楊永佳
陳美緣

李潔英
Ms Rabia
Bibi

教學影片
巴哈(3) (47:03)

李樂豪

二十分鐘全身運動-入門版.mov
(連結) (23 分鐘)

謝文傑

Answer-checking video
Teaching video (4 mins)

Ms Rabia
Bibi

教學短片 1:
相關連結(19:23)
網上練習:
相關連結
教學短片 2:
相關連結(12:19)

陳潔珍

觀看整條影片後，回答
Google
漫畫教學(二) video
Form 內所有問題後提交
F1 Lesson 6 Google Form

漫畫教學(二)
影片(45:45)

陳瑩蔚

普通話

錄音練習：
個人短講---送點兒甚麼好

1 第 4 課說話教學
相關連結(38:29)
2《趣味學普三》
相關連結(15:45)

黃清香

English

(1)Scholastic Online Reading
Scholastic Reading & Online
Platform
Quiz: Internet Safety
(2) Reading WS

Scholastic Reading: Internet Safety
Teaching video (17 mins)

Ms
Yolanda
Yung

視藝

科學

第 4 課歡度聖誕
(課本第 40 頁)

Powerpoint: conduction and
convection
lesson worksheet (conduction,
worksheet: conduction and
convection)
convection
ch5_ex_04
Demonstration : conduction and
convection (online resources)

中史科

STEM

綜合人文科

Links of videos of ws of conduction n
convection
ch5.2 ws of conduction n convection
(21:53)
ch5 ppt_convection (23:53)
陳美緣
Demo of conduction(3:25)
Demo of convection1(4:32)
Demo of convection 2(7:22)
ch5_ex4 _tea_e(21:19)
漢武帝政策部份：
漢武帝 1 (28:58)
漢武帝 2 (27:25)
梁校長
漢武帝 3 (26:14)
漢武帝 4 (27:52)

網絡繪圖軟件 Tinkercad

F1 STEM 繪圖軟件 Tinkercad 1

歐達江

5.5 課 簡報
5.4 課堂工作紙

中一 (13/3 直播)
5.5 課-地震是如何發生
相關連結 (30:38)
1B-1D 班 5.4 課課堂工作紙解說
相關連結 (15:08)

邱家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