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科目

作業功課

科學
STEM

設計自己的名牌

慕光英文書院
延長假期同學各學科學習進度列表_中一_Week 7 (16/3-20/3)
學習材料
網上教學片段
負責老師
趣味科學 極限運動中的科學(19:17)
中一科學 熱傳遞 輻射 1 (20:47)
歐達江
中一科學 熱傳遞 輻射 2 (14:43)
中一科學 熱傳遞 總結 (21:26)
F1 STEM 繪圖軟件 Tinkercad 2 (23:09) 歐達江

數學

8.4 中/英文 PPT

16/3
中國語文

校本閱讀理解練習：《貓捕雀》

《貓捕雀》工作紙 P.1-P.3

English

Module Booklet p.15-19

(1)PowerPoint1
(2) PowerPoint 2
(3) Module Booklet p. 15-19
(4) Teaching Video 1
(5) Teaching Video 2

科學

熱傳導功課 ex06

體育

網上評估
中一級在家運動工作紙(三)(連結)

17/3

8.4 折扣及折扣百分比
8.4 教學(13:25)
8.4 基礎練習示例(1)(9:27)
8.4 基礎練習示例(2)(11:16)
8.4 基礎練習示例(3)(11:23)
8.4 基礎練習示例(4)(7:18)
8.4 基礎練習示例(5)(8:18)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貓捕雀》(23:07)
相關連結
《貓捕雀》練習題分析(10:32)
陳潔珍
相關連結
《貓捕雀》練習答案分析(18:19)相關
連結
Reading 1: Diet Lesson
F.1 Week 7 Reading 1: Diet Lesson (25
mins)
Ms
Yolanda
Reading 2: Peer Pressure
Yung
F.2 Week 7 Reading 2: Peer Pressure (27
mins)
中一科學 對流液體實驗 (5:48)
歐達江
熱傳導習題 ex05 講解 (25:13)
楊永佳
中一科學 對流實驗 2 (7:39)
椅子的運動(連結)(18:38)

謝文傑

數學

8.4 普通練習示例(20:21)
8.4 高階練習示例(1)(10:48)
8.4 高階練習示例(2)(6:46)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綜合人文
科

5.5 課 地震的預防及補救措施
教學片段(1)相關連結 (27:27)
教學片段(2)相關連結 (18:27)
教學片段(3)相關連結 (17:46)

劉純清
邱家穎

老馬識途(40:24)
相關連結

李軒奇

8.5 盈利與虧蝕
8.5 教學(1)(17:04)
8.5 教學(2)(11:04)
8.5 基礎練習示例(1)(12:00)
8.5 基礎練習示例(2)(13:18)
8.5 基礎練習示例(3)(11:50)
8.5 基礎練習示例(4)(12:21)
8.5 基礎練習示例(5)(11:16)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中文

18/3

5.5 課 簡報
1.工作紙頁 14-15(語譯及問答題)
2.個人短講 1 分鐘(題目請參看影
片)

工作紙頁 14-15
相關連結

數學

Ex.8.5 Q2,11,6,13

8.5 中/英文 PPT

English

Supplementary WS

(1) Teaching video
(2) Supplementary WS

綜 合 人 文 1B-1D
科
5.5 課工作紙

數學

Adverbs of Manner Revision
F.1 Adverbs of Manner (9 mins)
5.5 課 工作紙教學
相關連結 (24:23)

English

邱家穎

8.5 普通練習示例(15:16)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Adverbs of Manner Answer-checking
Answer-checking for Adverbs of
Manner (5 mins)

Ms Rabia
Bibi

19/3
(1) Teaching video
(2) Supplementary WS (With
Ans)

Ms Rabia
Bibi

電腦

Google 試算表 基本計算工能 (一
月份雜貨清單)

綜合人文
1A - 5.5 課工作紙
科

視藝
20/3
數學

請各位同學按照影片教學方法去完成
功課 附件: 一月份雜貨清單
Youtube Joe Sir teaching links
Google 試算表 基本計算功能 1 1:28
Google 試算表 基本計算功能 一月份
雜貨清單 功課 2 1:38
Google 試算表 基本計算功能 一月份
雜貨清單 功課 3 2:05
Google 試算表 基本計算功能 一月份
張永豐
雜貨清單 功課 4 4:19
Google 試算表 基本計算功能 一月份
雜貨清單 功課 5 3:36
Google 試算表 基本計算工能 一月份
雜貨清單 功課 6 4:55
Google 試算表 基本計算工能 一月份
雜貨清單 功課 7 0:49
Google 試算表 基本計算工能 一月份
雜貨清單 功課 8 10:12

觀看整條影片後，回答 Google
Form 內所有問題後提交
F1 Lesson 7 Google Form

1A:
5.5 課工作紙
1B-1D:
課堂工作紙

素描(一) video

1A 班 5.5 課工作紙解說
教學片段(1)相關連結 (23:27)
教學片段(2)相關連結 (22:26)
1A 班 5.4 家課回饋
相關連結 (5:53)
1B-1D 課堂工作紙解說
相關連結 (25:15)

劉純清
邱家穎

素描(一)
影片 (38:01)

陳瑩蔚

8.5 高階練習示例(1)(7:29)
8.5 高階練習示例(2)(5:07)
8.5 高階練習示例(3)(5:29)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音樂

觀看整條影片後，回答校本堂課
習作 P.10 問題(1-5)後用手機拍下 校本堂課習作
所做的答案以 whatsapp 提交

普通話

第 4 課工作紙

第 4 課歡度聖誕
語音知識
(課本第 42-44 頁)

English

Scholastic Reading: Supercars +
Online Quiz

Scholastic Online Reading
Platform

中史

1B
作業 p.7-9
1ACD 作業 p.6-7

食品科學
中文

科學

1. 完成 Google Form 工作紙
2. 完成 Google Form 工作紙
《孟母三遷》
工作紙頁 12-13

ch5_ws_P.9
ch5 ex 3,4 _ radiation
ch5 ex 5

工作紙頁 12-13
相關連結

ch5 worksheet
ch5 ex3, 4

巴哈(4)
教學影片 (42:10)

李樂豪

1 第 4 課語音知識
相關連結(28:40)
2《趣味學普四》
相關連結(12:22)

黃清香

Scholastic Reading: Supercars
Scholastic Reading: Supercars (41
mins)
1. 漢武帝 5 相關連結 (26:29)
2. 漢武帝 6 相關連結 (38:44)
3. 昭宣之治 上 相關連結 (19:35)
4. 昭宣之治下相關連結 (31:22)
1.測試食物中的澱粉質教學短片(5:17)
2. 認識維生素 A 教學簡報 (21:25)
《孟母三遷》(實時教學錄影)(37:39)
相關連結
Links of videos of radiatio
radiation
Radiation _e (25:01)
ch5 ex3 radiation
ch5 ex3 _radiation_e (8:19)
ch5 ex4 radiation
ch5 ex4_radiation_e (11:00)
radiation summary
radiation summary_e (5:15)
radiation worksheet (9:04)
ws_radiation

Ms Angel
Yu

梁校長

李潔英
李軒奇

陳美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