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科目

作業功課

通識教育

數學
9/3

中慕光英文書院
延長假期同學各學科學習進度列表_中五_ Week 6 (9/3-13/3)
學習材料
網上教學片段
負責老師
生態旅遊資料題_作答技巧講解_學生
作品欣賞_教學短片 1（約 20 分鐘）
相關連結
生態旅遊資料題_作答技巧講解 生態旅遊資料題_作答技巧講解_學生
及學生作品欣賞
作品欣賞_教學短片 2（約 13 分鐘）
李碧茵
相關連結
相關連結
生態旅遊資料題_作答技巧講解_學生
作品欣賞_教學短片 3（約 17 分鐘）
相關連結

5A W.S. 15.5 (8abc,19,25)
5BCD1 W.S. 15.5 (8abc, 19,
25)
5BCD2 W.S 15.5 (8abc,19,25)
5BCD3 WA15.5 (1,2,3,5,8a)
5BCD4 WA15.5 (1,2,3,5,8a)
5E 工作紙

15.5 直線和圓的相交教學
例題 WS15.5Q22 連結 (7:51)
例題 WS15.5Q23 連結 (11:28)
例題 WS15.5Q31 連結 (15:33)
WS15.4 (圓 的 方 程) (HW) 改正短片
(30:01)
文化專題單元：第三章：第二、三
節：孝道古今 (40:40)

中文

文化專題課本 P.35-36

文化專題課本 P.30-36
文化專題單元：第三章：第三節：孝
道總結及小練習答案(31:31)

視藝

企會財

現實主義工作紙

謝俊偉
鄔景聰
周潔瑛
呂奭群
鄒朗廷
焦磊

譚慧娟
袁詠儀

現實主義 ppt

2020.03.09 現實主義-杜米埃
（18:49）
2020.03.09 現實主義 米勒 (24:50)

譚嘉希

第 17 課 不完整會計記錄

不完整會計記錄之推算購貨
推算購貨連結 (22:37)

方嘉敏

生物

淋巴細胞練習
lymphocytes exercise

English

1-min Individual Response

通識教育

10/3

數學

中文
旅遊與款待

/

Links of videos of Immune response of
lymphocytes
練習答案
ch25 lymphocyte_e
陳美緣
exercise answers
ch25 lymphocyte_e (17:30)
ch25 lymphocytes_c
ch25 lymphocytes_c (13:50)
Speaking Lesson 7 (28 mins)
“Study and Social Life” Writing Video Link (YouTube) OR
翁穎彤
and Speaking Booklet
Video Link (Download from Google
drive)
5R 環保原則 1 (34:18)
5R 環保原則
相關連結
唐莉婷
相關連結
5R 環保原則 2(17:45)
相關連結

章節 16.1 Powerpoint 教學

16.1 解複合一元一次不等式教學
章節 16.1 (解複合一元一次不等式)教
學視頻 1(12:39)
章節 16.1 (解複合一元一次不等式)教
學視頻 2(16:02)
章節 16.1 (解複合一元一次不等式)教
學視頻 3(21:05)
16.1 ( 解複 合 一元 一次 不 等式 ) 示 例
1(14:21)
16.1 ( 解複 合 一元 一次 不 等式 ) 示 例
2(6:40)
16.1 ( 解複 合 一元 一次 不 等式 ) 示 例
3(12:15)
16.1 ( 解複 合 一元 一次 不 等式 ) 示 例
4(7:20)

文化專題課本 P.36-41

文化專題單元：第三章：第四節：孝 譚慧娟
道的反思 (29:30)
袁詠儀

PDF 筆記相關連結

處理投訴機制相關影片 (39:43)

謝俊偉
鄔景聰
周潔瑛
呂奭群
鄒朗廷
焦磊

邱啟賢

視藝

印象派工作紙

印象派 ppt

M2

企會財

生物

第 17 課 不完整會計記錄

工作紙
lesson worksheet

初次反應及再次反應
疫苗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sponse
vaccination

2020.03.10 印象派背景（上）
（18:26）
2020.03.10 印象派背景（下）
（18:26）
譚嘉希
2020.03.10 印象派-莫奈 (26.55)
2020.03.10 SBA 網站介紹
（11:08）
偶函數及奇函數的圖像的對稱性
M2-5.3A 偶函數及奇函數的圖像的對
謝俊偉
稱性 (09/03/2020) 實時教學
周潔瑛
Ch.4 Test 改正
Ch.4 Test 改正短片
Q17.11 推算銷貨購貨資本淨利教學示範

Q17.11 教學連結 (23:24)
Watch "Mayo Clinic Minute:
Children should have MM
Watch "Mayo Clinic Minute:
Children should have MM
(2min)
Links of videos of ch25_1,2 responses,
vaccination, active n passive immunity
初次及再次反應
1,2 response_c(8 m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sponses
1,2 response _e(11 min)
維基百科 (疫苗的發明)
wiki_vaccine_c(6 min)
Wikipedia (Invention of vaccine)
wiki_vaccine_e(8 min)
疫苗
vaccine_c(8 min)
Vaccination
vaccine_e(10 min)

方嘉敏

陳美緣

地理

C7HW2 影響溫度的因素

書 P. 9-24

物理

通識教育

應試練習

應試練習 _印尼焚林
相關連結

數學
11/3
M2_5.3B 漸近線.ppt

M2

中文
企會財

文化專題第三章總結練習

中五地理 C7U2 W6 影響地表接收日
射的因素 EP1 (20:18)
中五地理 C7U2 W6 影響地表接受日
射的因素 EP2 (22:40)
中五地理 C7U2 W6 影響溫度分佈的
因素 EP3 (15:33)
唐莉婷
中五地理 C7U2 W6 影響溫度分佈的
因素 EP4
(39:06)
中五地理 C7U2 W6 家課題解 EP5
(16:19)
交流電工作紙 1 講解片段(24 mins)
連結
交流電方均值總結片段(18 mins)
連結

林智宏
陳逸婷

應試練習_印尼焚林 (30:22)
相關連結

梁小婉

16.1 (解複合一元一次不等式)教學
例題 16.1(中)1-4 連結 (16:31)
例題 16.1(中)1-4 連結 (21:49)

謝俊偉
鄔景聰
周潔瑛
呂奭群
鄒朗廷
焦磊

漸近線
M2-5.3B 教學(1)
M2-5.3B 教學(2)
M2-5.3B 教學(3)

謝俊偉
周潔瑛

文化專題課本第三章 P.30-41

/

譚慧娟
袁詠儀

第 17 課不完整會計記錄

Q17.10 不完整會計記錄示範教學
Q17.10 教學連結 (23:16)

方嘉敏

生物

hkdse 2017-9
hkdse 2019-1

化學

第 29 節
碳化合物的化學導論
學生版筆記 P. 28-29

English

“Study and Social Life”
Reading Booklet P.15-16

初次反應及再次反應及
疫苗練習
Exercis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sponse and
vaccination
第 29 節
碳化合物的化學導論
教師版筆記 P. 28-29
“Study and Social Life” Reading
Booklet

陳美緣

同系列的化合物的命名法及物理性質
總結
白麗湞
同系列的化合物的命名法及物理性質
總結.mkv (20:21)
Reading Lesson 6 (53 mins)
Lesson Video (YouTube)OR
黃朗琪
Lesson Video (Download from Google
drive)

1. Thinkercad 基礎使用方法
Thinkercad 教 學 1 相 關 影 片 連 結
相關教材連結
(13:51)
1. SBA 電腦輔助設計使用
設 計 與 應 用 2. Fusion 360 2019 年題目第
Fusion360 檔 案 存 放 相 關 影 片 連 結
2. 選修單元五：視像化電腦輔
謝偉雄
科技(DAT)
15 題 (電腦立體繪圖及工程
(1:37)
助設計模塑： 電腦模塑技術
圖)
Fusion 360 (2019 Q15 )相關影片連結
相關正投影圖連結
(17:38)
企會財

12/3
生物

書 Q17.7

改正
hkdse 2017-9
hkdse 2019-1

第 17 課 不完整會計記錄

初次反應及再次反應及
疫苗練習答案
Answers for Exercis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sponse and
vaccination

Q17.15 推算現金短缺
Q17.15 教學連結 (22:30)
Links of videos of hkdse exercises
hkdse2017-9_c
hkdse2017_9_c (18min)
hkdse2017-9_e
hkdse2017_9_e (24 min)
hkdse2019-1_c
hkdse2019_1_c (8 min)
hkdse2019-1_e
hkdse2019_1_e (9 min)
日本腦炎動畫
Japanese Encephalitis animation (6 min)

方嘉敏

陳美緣

化學

第 30 節 同分異構
學生版筆記 P. 1-7

第 30 節 同分異構
教師版筆記 P. 1-7
PDF 筆記
相關連結

旅遊與款待

結構異構體
結構異構體.mkv (26:02)
立體異構體
立體異構體 mkv.mkv (27:54)
有效溝通的重要性
相關影片 (41:03)

體育課

完成網上工作紙：中五級在
家運動工作紙(三)
(連結)

型男運動示範.mov (連結) (19.34)

數學

5A W.S.16.1 (13,17,28,32,41)
5BCD1 WS15.5(26)
16.1(13,17,28,32,41)
5BCD2 W.S15.5
(13,17,28,32,41)
5BCD3 WS16.1
（8,18,20,23,27)
5BCD4 WS16.1 (5,7,8,13,15)
5E 工作紙 16.1

WS15.5 (直線和圓的相交) (HW) 改正
短片
Q8 改正連結(11:47)
Q19 改正連結(8:38)
Q25 改正連結(12:59)

物理

化學

3A 化石燃料和化合物會考及 2006-2011 hkcee questions
文憑試題目 P. 1-6
2012-2014 hkdse questions

旅遊與款待

試指出及解釋四項有效溝通 PDF 筆記
對旅遊業的重要性
相關連結

13/3

數學

章節 16.2 Powerpoint 教學

變壓器講解片段 1(35 mins)
中文組連結
英文組連結
3A 化石燃料和化合物會考及文憑試
題目 PART3
3A 化石燃料和化合物會考及文憑試
題目 PART3.mkv (30:00)
分子形狀
分子形狀 (7:51)
與顧客溝通途徑
相關影片 (41:05)

白麗湞

邱啟賢
謝文傑

謝俊偉
鄔景聰
周潔瑛
呂奭群
鄒朗廷
焦磊

林智宏
陳逸婷

白麗湞

邱啟賢

章節 16.2 (利用圖解法解一元二次不 謝俊偉
等式)教學
鄔景聰
章節 16.2 (利用圖解法解一元二次不 周潔瑛

等式)教學視頻 1 連結(16:56)
呂奭群
章節 16.2 (利用圖解法解一元二次不 鄒朗廷
等式)教學視頻 2 連結(12:49)
焦磊
章節 16.2 (利用圖解法解一元二次不
等式)教學視頻 3 連結(9:40)
16.2 (利用圖解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示例 1 連結(7:31)
16.2 (利用圖解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示例 2 連結(5:33)
16.2 (利用圖解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示例 3 連結(4:25)
企會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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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lesson worksheet
online resources

Q17.25 教學示範
方嘉敏
Q17.25 連結 (22:55)
Links of videos of covid-19 n ch25 ws
89-91
Wuhan shake(2:48)
Infection control_hands(7:31)
ch25ws89-91 _c(22:48)
陳美緣
ch25ws89-91 _e(20:33)
Active passive immunity _c(11 min)
Active_passive immunity_e(12 min)

生物

hkdse2013-9_c/e

English

Reading Lesson 7 (37 mins)
Lesson Video (YouTube)
“Study and Social Life” “Study and Social Life” Reading
OR
黃朗琪
Reading Booklet P.17-18
Booklet
Lesson Video (Download from Google
drive)

通識教育

通識校本評核 (Part A 及 B 課
業)
通識校本評核導言
相關連結 1
相關連結
相關連結 2

通識校本評核導言 (Part 1)
相關連結

邱家穎

中史

民初形局部份功課：
民初政局 3 工作紙

資訊及通訊
SBA 構思與應用
科技

體育選修

ch8_社會的影響-3 (連結)
《電影眼看中國Ⅱ》第六集《拼
搏》 | CCTV 紀錄(連結) (22:58)
體育工作紙-我國的運動文化
乒 乓 球 在 中国 - 第 二 集【 Table
及奧運史 (連結)
tennis in China EP02 】 ( 連
結)(23:57)
《体操房》(連結) (19:10)

民初政局部份：
民初政局 7 (49:41)
五四運動 1 (30:52)
五四運動 2 (25:25)
民初政局工作紙 3 功課指導 (10:29)

何智軒

12/3 Live Lesson SBA 構思與應用
影片連結(52:55)
Video Past paper(2007)
教學影片連結(23:44)
Video Past paper(2009)
教學影片連結(21:08)
預習動畫
教學影片連結(16:18)

黃君怡

我國的運動文化 1(連結) (26:10)
我國參與奧運的歷史_1(連結)(23:00)
我國的奧運史(連結) (38:24)
我國近代體育的發展(連結)(26:35)

謝文傑

M2

F.5 H.W Ex5D 描繪圖像
(15,23,25)

M2_5.3C 描繪圖像.ppt

描繪圖像
M2-5.3C 描繪圖像 (13/03/2020) 實時教
學
謝俊偉
描繪圖像 M2-5.3C 教學(1)
周潔瑛
描繪圖像 M2-5.3C 教學(2)
描繪圖像 M2-5.3C 教學(3)

中文

---

文化專題「孝道」總結

孝道總結
相關連結(13：00)

譚慧娟

經濟

物理

AD-AS 模型：總需求筆記
P.12-14

英文組功課
連結
中文組功課
連結

AD-AS 模型：總需求筆記
相關連結
AD-AS 模型：總供應筆記
相關連結

變壓器例題
連結

總需求 [第 1 部份]
相關連結 (28:00)
總需求 [第 2 部份]
相關連結 (29:29)
總需求 [第 3 部份]
相關連結 (17:57)
總供應 [第 1 部份]
相關連結 (22:33)
總供應 [第 2 部份]
相關連結 (18:47)

劉純清

變壓器講解片段 2(25 mins)
中文組連結
英文組連結
變壓器講解片段 3(34 mins)
中文組連結
英文組連結

林智宏
陳逸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