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科目
中文

數學

M2

通識教育
2/3
English

生物

企會財

慕光英文書院
延長假期同學各學科學習進度列表_中五_ Week 5 (2/3-6/3)
作業功課
學習材料
網上教學片段
文化專題單元：儒家文化補充篇：仁
／
文化專題課本 P.2-4,P.14-20
(28:11)
章節 15.4 (圓方程的教學)教學視頻
ch15.4_一般式教學連結(16:32)
ch15.4_標準式教學連結(12:13)
章節 15.4 Powerpoint
例題 (圓方程) WS15.4Q1+Q3 連結(6:11)
例題 (圓方程)WS15.4Q12 連結(6:46)
例題 (圓方程)WS15.4Q13 連結(5:17)
例題 (圓方程)WS15.4Q14 連結(8:56)
5.2 極大值和極小值
5.2(極大值和極小值) 教學 1
生物質能課題練習回饋
生物質能課題學生練習回饋
相關連結 1 (15:41)
生物質能練習學生作業改正 相關連結 1
相關連結 2 (8:5)
相關連結 2
相關連結 3 (15:15)
Online Listening Lesson 4 (29 mins)
1. Pilot Listening Practice (Part Lesson Video (YouTube)
/
A) Q&A paper
OR
2. Transcript
Lesson Video (Download from Google
drive)
Links to test 24 answers
ch24_test_que_ans_c
ch24 tech24 test_que_c(22min)
ch24_test_que_ans_e
ch24_test_ans_c correction
ch24 test_ans_c
ch24 test_que_e(29 min)
ch24_test_ans_e correction
ch24_test_ans_e
ch24 test_mc_c
ch24 test_mc_c(25 min)
ch24 test_mc_e
ch24 test_mc_e(28 min)
不完整會計記錄之推算淨利/淨損失
工作紙一張
第 17 課 不完整的會計記錄
推算淨利或淨損失教學連結 (24:29)

負責老師
譚慧娟
袁詠儀
謝俊偉
鄔景聰
周潔瑛
呂奭群
鄒朗廷
焦磊
謝俊偉
周潔瑛
李碧茵

李婉冰

陳美緣

方嘉敏

國際間如何解決全球暖化
相關連結

通識教育

資料題

中文

文化專題課本 P.22-23,25-27

文化專題課本 P.21-27

視覺藝術

現實主義工作紙

現實主義 ppt

數學

3/3

旅遊與款
待科

教學筆記
筆記連結

化學

碳化合物的分子間引力和物
教學筆記 P.16-21
理性質 筆記 P. 16-21

English

Prepare the 1st &
subtopics (30 mins)

企會財

地理

2nd 1.Writing & Speaking Booklet
2.Worksheet

第 17 課 不完整的會計記錄

氣候圖

C7 Book P.2-8
筆記 P.1-4

國際間如何解決全球暖化
相關連結 1 (26:09)
相關連結 2 (14:42)
相關連結 3 (16.19)
文化專題單元：第二章：第一節：倫理
的定義 (59:37)
文化專題單元：第二章：第二至三節：
五倫的次序及體現 (30:08)
2020.03.02 現實主義背景 (20:58)
2020.03.03 現實主義-庫爾貝(24:49)
15.4 圓方程的教學
例題 WS15.4Q16 連結 (13:31)
例題 WS15.4Q17 連結 (6:20)
例題 WS15.4Q22 連結 (13:02)
WS15.3 (兩直線的相交) (HW2) 改正
短片連結 (22:30)
不易取悅顧客
課堂連結 (39:30)
碳化合物的分子間引力和物理性質
碳化合物的分子間引力和物理性質.mkv
(45 mins)
Online Speaking Lesson 4 (27 mins)
Lesson Video (YouTube)
OR
Lesson Video (Download from Google
drive)
推算淨利 Q17.1 解說
Q17.1 解說連結 (9:22)
中五地理 C7U1 W5 天氣圖閱讀技巧 EP1
(24:30)
中五地理 C7U1 W5 全球氣候 EP2 (22:35)
中五地理 C7U1 W5 全球增溫證據 EP3
(28:26)
中五地理 C7U1 W5 MCQ 題解 (35:24)

李明慧

譚慧娟
袁詠儀
譚嘉希
謝俊偉
鄔景聰
周潔瑛
呂奭群
鄒朗廷
焦磊
邱啟賢
白麗湞

翁穎彤

方嘉敏

唐莉婷

物理

通識教育

資料題_趨勢題

中文

完成文化專題課本 P.28-29

數學

5A W.S. 15.4 (9,11,15,20,23)
5BCD1 W.S. 15.4 (10, 11,
15, 19, 23)
5BCD2 W.S. 15.4
(9,11,15,20,23)
5BCD3 W.S. 15.4 (6,9,11,13)
5BCD4 W.S. 15.4 (3,5,11,13)
5E 工作紙 15.4

M2
4/3

生態旅遊與可持續發展 1
相關連結 1
相關連結 2
文化專題課本 P.28-29

林智宏
陳逸婷

生態旅遊與可持續發展 1
相關連結 (22:19)

梁小婉

文化專題單元：第三章：第一節：孝道 譚慧娟
古今 (25:53)
袁詠儀
15.4 圓方程的教學
例題 WS15.4Q27 連結 (6:24)
例題 WS15.4Q31 連結 (9:50)
例題 WS15.4Q34 連結 (7:55)

酰胺及胺分子間引力和物理
教學筆記 P.22-25
性質 筆記 P. 22-25

English

2-3 mins presentation
(45mins)

旅遊與款
待
繪畫小練習

Writing & Speaking Booklet

謝俊偉
鄔景聰
周潔瑛
呂奭群
鄒朗廷
焦磊
謝俊偉
周潔瑛

Ch. 4 Test

化學

視覺藝術

em_hw4 講解片段 (29 mins)
連結
19 電磁感應工作紙 3 講解片段(30 mins)
連結

酰胺及胺分子間引力和物理性質
酰胺 及 胺 分 子 間 引 力 和 物 理 性 質.mkv 白麗湞
(26:00)
Online Speaking Lesson 5 (47 mins)
Lesson Video (YouTube)
OR
周敏珊
Lesson Video (Download from Google
Drive)

教學筆記
筆記連結

不易取悅的顧客個案分析
相關影片連結 (40:58)

邱啟賢

玻璃樽圖片

2020.03.04 動手篇-玻璃樽（上）(27:09)
2020.03.04 動手篇-玻璃樽（下）(38:23)

譚嘉希

企會財

工作紙一張

第 17 課 不完整的會計記錄

不完整會計記錄之推算資本
推算資本教學連結 (23:33)
測試站 Q17.1 推算淨利教學示範
測試站解說連結 (12:24)
交流電講解片段 1 (21 mins)
連結
20 交流電講解片段(21 mins)
連結

物理

設 計 與 應 Fusion 360 電腦立體繪圖 (特 1. SBA 電腦輔助設計使用
單元五答題練習 (12mins)
用 科 技 徵建模)及答題練習
2.選修單元五：視像化電腦輔助
Fusion 360 基本撮要 (9mins)
(DAT)
練習：2019 年題目第 15 題 設計模塑： 電腦模塑技術
通識教育

資料題_立場題

數學

生態旅遊與可持續發展 2
相關連結 1
相關連結 2

章節 15.5 Powerpoint (1)

5/3
M2
中文

生物

文化專題第二章網上課業

chapter25 worksheet P.87-89
(upper)

文化專題課本 P. 21-29

ch25 immune response of
lymphocytes powerpoint
- animations

生態旅遊與可持續發展 2
相關連結 (22:19)
15.5 直線和圓的相交教學
(Prog4) 直 線 和 圓 的 交 點 的 坐 標 連 結
(15:39)
章節 15.5 (直線和圓的相交)教學視頻 1
(21:00)
15.5 (直線和圓的相交)示例 1 (11:09)
15.5 (直線和圓的相交)示例 2 (9:21)
5.2 極大值和極小值
5.2(極大值和極小值) 教學 2
/
ch25 lymphocyte_c
Ch25spA-C_c
26 min
ch25 lymphocyte_e
Ch25spA-C_e
27 min

方嘉敏
林智宏

陳逸婷
謝偉雄老師

梁小婉
謝俊偉
鄔景聰
周潔瑛
呂奭群
鄒朗廷
焦磊
謝俊偉
周潔瑛
譚慧娟
袁詠儀

陳美緣

體育

工作紙-奧運會(1) (相關連
結)
工作紙-奧運會(1)-長答題
(相關連結)

企會財

書 Q17.4 及 Q17.7

物理

資訊及通
訊科技

6/3

English

2007 Q4 past paper
SBA 構思部份

1. 1st sentence of Q.6-Q12
2. 1-min Individual
response (Q.9)
3. Week 5 Scholastic
Online Reading
(90 mins)

奧運教學影片 1 (相關連結)(49:25)
ch8_ 社 會 的 影 響 -1.pdf( 相 關 連
奧運教學影片 2 (相關連結)(11:45)
結)
奧運教學影片 3 (相關連結)(31:12)
Part8_with_Question.pdf (相關連
奧運功課教學一(相關連結)(8:40)
結)
奧運功課教學二(相關連結)(8:35)
不完整會計記錄之推算銷貨
推算銷貨教學連結
(29:39)
第 17 課不完整會計記錄
Q17.2 推算銷貨教學示範
Q17.2 示範連結
(13:40)
交流電教學片段 2 (42 mins)
連結
交流電教學片段 3 (19 mins)
連結
21 交流電 (方均根值)教學片段 (42 mins)
連結
22 交流電 (方均根值例子)教學片段 (19
mins)
連結
直播課堂：多媒體 - 視頻
影片連結(68:43)
RLE 及 圖像 Pastpaper (2006）講解
1080i 與 1080p 的分別
影片連結(25:39)
延伸影片連結
多媒體(2) Classwork7 講解
影片連結(06:32)
音頻 Pastpaper (2006) 講解
影片連結(18:48)

Writing & Speaking Booklet

Online Speaking Lesson 6 (48 mins)
Lesson Video (YouTube)
OR
Lesson Video (Download from Google
Drive)

謝文傑

方嘉敏

林智宏
陳逸婷

黃君怡

周敏珊

生物

數學

ch25 _non-specific body
defence_hkdse_exercises

hkdse2012_1_c,e
hkdse2014_2_c,e

章節 15.5 Powerpoint (2)

Links of hkdse exercises explanation
hkdse2012_1_c
hkdse2012_1_c (1 min)
hkdse2012_1_e
hkdse2012_1_e (2 min)
hkdse2014_2_c
hkdse2014_2_c (6min)
hkdse2014_2_e
hkdse2014_2_e (8min)
links of ch25 animations
action of antibody_e
Action of antibody_e (4 min)
action of antibody_e
Action of antibody_c (3 min)
Inflammatory response_c
Inflammatory response_c (4 min)
Inflammatory response_e
Inflammatory response_e (4 min)
Production of antibody_c
Production of antibody_c (4 min)
Production of antibody_e
Production of antibody_e (4 min)
Links of videos of ch25 ws 83-88
ch25_ws_83-88_c
related links _c (19min)
ch25_ws_83-88_e
ch25_ws_83-88_e
related links_e (28min)

陳美緣

15.5 直線和圓的相交教學
章節 15.5 (直線和圓的相交)教學視頻
2(21:53)
例題 WS15.5Q14 連結 (4:09)
例題 WS15.5Q17 連結 (7:41)

謝俊偉
鄔景聰
周潔瑛
呂奭群
鄒朗廷
焦磊

在處理 客人 的投 訴及 問題
時，必須按照那些程序處理
旅遊與款
處理投訴程序
較合適，試以酒店未能手提
待
相關筆記
供房間給在前堂等候的客人
作說明。(14 分)
體育課

工作紙-HIIT(相關連結)

中史科

工作紙 (民初政局 2)

物理

ac_hw1
連結
電磁感應工作紙 5 交流電
連結

化學

完成 3A 化石燃料和化合物
會考及文憑試題目

HIIT.pdf (相關連結)

微觀溫習工作紙 (1)

高強度間歇訓練 (相關連結)(20.03)
The Six Minute HIIT and Abs
Workout_HD(相關連結)(6:53)
民初政局 4 (53:46)
民初政局 5 (30:15)
民初政局 6 (35:01)

邱啟賢

謝文傑

何智軒

林智宏
陳逸婷

hkcee 2006-2011
hkdse 2012-2014

貨幣需求與利率決定 筆記
相關連結
經濟

處理投訴程序
相關影片連結 (44:56)

貨幣與銀行功課指南 (1)
相關連結
貨幣與銀行功課指南 (2)
相關連結

3A 化石燃料和化合物會考及文憑試題
目講解
3A 化石燃料和化合物會考及文憑試題
目 PART2.mkv (30 mins)
16 Inventions Getting Us Off Fossil Fuels
白麗湞
16 Inventions Getting Us Off Fossil Fuels
( 7mins)
Origins of fossil fuels
Origins of fossil fuels(3 mins)
貨幣需求與利率決定 [第 4 部份]
相關連結 (32:55)
貨幣需求與利率決定 [第 5 部份]
相關連結 (26:37)
劉純清
貨幣與銀行功課指南 (1)
相關連結 (28:57)
貨幣與銀行功課指南 (2)
相關連結 (2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