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慕光英文書院
延長假期同學各學科學習進度列表_中三_ Week 5 (2/3-6/3)
學習材料
網上教學片段

科目

作業功課

中文

實用文寫作:報告(300 字)

English

1. Module 3 Booklet P.15 (10
mins)
2. Scholastic Reading: Animal
Mash-Ups (90 mins)

2/3
數學

課本練習 8.2 (第 10,12,15 題)

實用文報告教學影片

Vocabulary Lesson (1)
1. PowerPoint
Vocabulary Lesson (1)
2. Class worksheet
Lesson video (37 mins)
3. Module 3 Booklet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教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學簡報：
進階練習示例：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教
8.2 進階練習示例(1) (22:06)
學簡報(中文版)
8.2 進階練習示例(2) (13:45)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教
8.2 進階練習示例(3) (24:28)
學簡報(英文版)

綜合人文
中文

實用文報告解題影片(一)

科技與生
在家實習
活
3/3
English

科學

Revision for Unit 4 Glossory

實用文寫作:報告
教學影片 (22:12)

Listening Lesson (4)
1. Essential Listening Unit 4
(P.32-34)
2. Unit 4 Glossary
3. Answer Key

負責老師
譚煒怡
麥玉鳳

Samuel Kam

鄒朗廷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3A 家課回饋
教學片段相關連結(25:30)

李明慧
黃慶芬
陳淑敏

實用文寫作:報告
解題影片(一) (36:14)

麥玉鳯

製作朱古力曲奇教學短片(30:26)

李潔英

Listening Lesson (4)
Lesson video (51 mins)

Angel Yu

中三化學 網上直播 同位素 (31:15)

歐達江

數學

4/3

綜合人文

課堂工作紙 10.4-10.5

中文

實用文寫作:報告(改正)

English

科學

8.3 平行四邊形的相關證明簡報教
8.3 平行四邊形的相關證明 教 學：
學簡報：
8.3 簡報教學(1) (16:37)
8.3 教學簡報(中文版)
8.3 簡報教學(2) (29:02)
8.3 教學簡報(英文版)
8.3 簡報教學(3) (19:24)
8.3 簡報教學(4) (22:53)
10.5 探究活動
教學片段相關連結(22:52)
10.5 課 教學簡報
10.5 紓緩荒漠化措施
課本
教學片段(1)相關連結(23:07)
教學片段(2)相關連結(22:02)

鄒朗廷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李明慧
黃慶芬
陳淑敏

實用文寫作:報告
解題影片(二) (20:48)

麥玉鳯

Answer-checking on the vocabulary Follow – Up Vocabulary Lesson
homework: P.15 of the Module 3
(1) on Modern Gadgets:
Booklet
1. Module 3 Booklet

Follow – Up Vocabulary Lesson (1)
Answer-checking video (4 mins)

Samuel Kam

原子結構工作紙

中三化學 電子排佈 (29:22)
F3 趣味科學 元素週期表 (15:18)

歐達江

數學

中文

小組討論功課工作紙

體育

Google Form

5/3

實用文報告解題影片(二)

電子排佈簡報

8.3 平行四邊形的相關證明 基礎練習
8.3 平行四邊形的相關證明 教 示例：
學簡報：
8.3 基礎練習示例(1) (20:18)
8.3 教學簡報(中文版)
8.3 基礎練習示例(2) (17:55)
8.3 教學簡報(英文版)
8.3 基礎練習示例(3) (12:54)
8.3 基礎練習示例(4) (9:13)
中三級中文科小組討論技巧篇 1
小組討論教學影片
(48:53)
運動與禁藥教學影片(28:00)
運動禁藥檢測程序(8:00)
運動與禁藥 PPT
葉詩文被質疑服用禁藥(2:00)
孫楊 禁藥事件(1:55)

鄒朗廷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袁詠儀

曹志文

數學

綜合人文

視藝

音樂

English

剪報工作紙

8.3 平行四邊形的相關證明 中等練習
8.3 平行四邊形的相關證明 教 示例：
學簡報：
8.3 中等練習示例(1) (10:02)
8.3 教學簡報(中文版)
8.3 中等練習示例(2) (5:36)
8.3 教學簡報(英文版)
8.3 中等練習示例(3) (5:38)
8.3 中等練習示例(4) (9:30)
剪報回饋及分享
教學片段相關連結(23:15)

觀看整條影片後，回答 Google
Form 內所有問題後提交
雕塑藝術 video
F3 Lesson 5 Google Form
1.觀看整條影片後，回答校本堂
課習作 P.11 問題(1-8)後用手機拍
下所做的答案以 whatsapp 提交
1. 史麥塔納(1) video
2.觀看整條影片後，直笛練習(第 2. 水上音樂(5-11 小節) video
一聲部)(第 5-11 小節),之後用手機
拍下吹奏影片以 whatsapp 提交
Module 3 Booklet P.16

6/3

數學

課本練習 8.3(第 1、2、4 題)

普通話

錄音：朗讀課文及重點詞語
完成《趣味學普二》問題

電腦

功課：多媒體 Ex2：
連結

Vocabulary Lesson (2)
1. PowerPoint
2. Module 3 Booklet

鄒朗廷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李明慧
黃慶芬
陳淑敏

雕塑藝術
影片 (36:38)

陳瑩蔚

1. 史麥塔納(1) (40:03)
2. 水上音樂(5-11 小節) video(5:03)

李樂豪

Vocabulary Lesson (2)
Lesson video (22 mins)

Samuel Kam

8.3 平行四邊形的相關證明 進階練習
8.3 平行四邊形的相關證明 教
示例：
學簡報：
8.3 進階練習示例(1) (12:14)
8.3 教學簡報(中文版)
8.3 進階練習示例(2) (9:53)
8.3 教學簡報(英文版)
8.3 進階練習示例(3) (6:20)
1 第 4 課朗讀教學
相關連結(38 分鐘)
第 4 課你快樂嗎
2《趣味學普二》
相關連結(19 分鐘)
手機不設防 （14：48）
認識網站- part1
連結
教學短片 (16：44）：

鄒朗廷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黃清香

黃君怡

科學

原子結構習題

觀看整條影片後，將小練習試傳
設 計 與 科 到 Google Form 內後提交
技
https://forms.gle/T6n3GFRwNxmtt
x9j9
中史科

作業 下冊 p.6-8

中三化學 同位素題解 (22:07)
F3 Chem 4 Atomic number mass
(14:26)
F3 Chem 5 Isotopic (25:41)
歐達江
F3 Chem 5 Electronic arrangement
(20:43)
中三化學 題解解說(15:11)
設計與科技圖案設計電腦篇(上)
（29 分鐘）
林加惠
設計與科技圖案設計電腦篇(下)
（11 分鐘）
國共第一次合作 3 (45:41)
國共第一次合作 4 (37:39)
何智軒
國共第二次合作 1 (30:48)
第五週功課指導 (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