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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4/2-28/2)
學習材料
網上教學片段

負責老師

數學

7.4 工作紙 Q1-3

7.4 中/英文 PPT

7.4 多項式的乘法
7.4 教學(10:18)
7.4 基礎練習示例(1)(7:33)
7.4 基礎練習示例(2)(7:08)
7.4 基礎練習示例(3)(15:24)
7.4 基礎練習示例(4)(19:05)
7.4 基礎練習示例(5)(15:08)

科學

公平測試工作紙
公平測試工作紙連結

公平測試練習

中一科學 公平測試
中一科學 公平測試連結 (23:23)

歐達江

1920 中一級單元二工作紙學生版

(一)著色詞 (23:47 mins)
(二)明喻句、擬人法 (32:18 mins)

羅惠君

Leisure Reading F1-3
(1) Teaching video
(2) Reading WS
(3) Journal Writing WS

Leisure Reading for Junior Forms
(44 mins)

Mr Samuel
Kam

(英)5.4 PPT
(英)Book Unit 5.4

剪報點評(1)(24:49)
剪報點評(2)(20:46)
5.4 課 自然災害(1)(英)(38:08)
5.4 課 自然災害(2)(英)(35:14)
5.4 課 自然災害(3)(英)(20:30)
5.4 課 自然災害(4)(英)(23:06)

邱家穎
劉純清

中文

完成工作紙(P9-11)語文秘笈
1920 中一級單元二工作紙學生版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24/2

Eng

Leisure Reading F1-3
(1) Teaching Video
(2) Reading WS
(3) Journal Writing

綜合人
5.3Worksheet(1A)
文

科學

Ch5 Forms of Energy and
Conversion of Energy :
Worksheet (P.1-3)

Eng

Module 3: A Better Me
(1) Writing Lesson on email
giving advice
(2) Writing mind map
(3) Writing WS

25/2

數學
中一科學 能量轉換工作紙
F1_Ch05_ex_01
F1_Ch05_ex_01 連結
26/2

科學
F1_Ch05_ex_02
F1_Ch05_ex_02 連結

1.中一科學 能量簡介 (21:18)
中一科學 能量簡介連結
2. 中一科學 能量轉換 (27:06)
中一科學 能量轉換連結
3.中一趣味科學
行山爐具中的科學 (4:00)
中一趣味科學 行山爐具中的科學連結

Powerpoint : Ch5 Forms of
Energy and Conversion of Energy Chapter 5
chapter 5 Energy
ch5.1_exp_e (7 min)
ch5.1_exp_e 連結
ch5.1_exp vid_e (6 min)
ch5.1_exp vid_e 連結
ch5.1A,B_e (13 min)
ch5.1A,B_e 連結
Writing Lesson
(1) Teaching video
(2) Writing mind map
(3) Writing WS

歐達江
陳美緣

Writing Lesson on email giving
advice (28 mins)

Ms Angel
Yu

7.4 普通練習示例
7.4 普通練習示例(17:11)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ch5_ws1_ans_e (6 min)
ch5_ws1_ans_e 連結
Powerpoint of Ch5 1-3 answer ch5ws2,3_ans_e (5 min)
Worksheet answer
ch5ws2,3_ans_e 連結
中一科學 公平測試 2 (22:36)
中一科學 公平測試 2 連結

陳美緣

歐達江
楊永佳

中一科學 能量習題解說(51:00)
中一科學 能量習題解說連結
中一科學 能量轉換相關實驗
(12:34)
中一科學 能量轉換相關實驗連結
中一趣味科學 永動機之謎 (14:58)
中一趣味科學 永動機之謎連結

體育

中文

音樂

Eng

工作紙 - 中一級體育科-單元四體重的控制-習題

1 演講詞工作紙
2 演講詞寫作(300 字以上)

教學簡報 - 中一級理論教材(4)

下載並瀏覽以下中一級體育科教
學影片
謝文傑
中一級體育科教科書 2019-2020 單元四-體重的控制
1920 中一級單元二實用文演講
詞(學生版)
1920 中一級單元二演講詞(原稿
紙)

直笛練習(第二聲部)(第 17-24 小
節)
1. 同學請完成堂課習作 (P.7-8) 校本堂課習作
2. 音樂家課(P.3-4)
中一家課下載連結
Module 3: A Better Me
(1) Writing Lesson 2 on email
Module 3: A Better Me
giving advice
(1) Teaching video
(2) Writing WS
(2) Writing WS

中一級單元二演講詞格式及示例
(38:31)
黃清香
中一級單元二演講詞寫作提示
(20:11)

巴哈(1) (47:39 mins)
李 Sir - 巴哈教學片段

李樂豪

Writing Lesson 2 on email giving Ms Angel
advice (28 mins)
Yu
7.4 高階練習示例
7.4 高階練習示例(1)(7:05)

數學
7.4 高階練習示例(2)(8:52)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電腦

27/2

科學

數學

使用 Google 表單「測驗」功能
製作自動評分線上試題\IQ 題評
測
利用 Google Form 建立一份 IQ
大測試的 (測驗表單)
1. 最少五條 IQ 題
2. 其中三條必需要是短答題
3. 每题分數為 20 分
4. 全份 IQ 大測試 滿分 100 分
功課巳 Post 在 Google Classroom
內，請在那裏上交功課 Thank
You ^.^

Energy conversion processes
and worksheet explanation

練習 8.1 Q. 2, 7, 9, 13

Joe Sir Google 表單「測驗」功能
製作自動評分教學 (37 mins)
張永豐
Google 表單「測驗」功能製作自
動評分教學片段

ch5 ws P.2-3

Watch "WWF100%太陽能流動咖
啡車遊走香港" on YouTube
連結 (2 min)
ch5_C1elec_e (11min)
ch5_C1elec_e 連結
陳美緣
Ch5_C2elec_e (14 min)
Ch5_C2elec_e 連結
Ch5_ws2,3_ans_e
Ch5_ws2,3_ans_e 連結
(9 min)

8.1 百分數
8.1 教學(23:03)
8.1 基礎練習示例(1)(17:07)
8.1 百分數與小數互化中/英文 8.1 基礎練習示例(2)(13:08)
PPT
8.1 基礎練習示例(3)(6:02)
8.1 基礎練習示例(4)(5:30)
8.1 基礎練習示例(5)(13:03)
8.1 基礎練習示例(6)(9:31)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剪報點評(1)(24:49)
剪報點評(2)(20:46)
剪報工作紙
綜合人
(中)5.3 工作紙
文科

科學
視藝

Eng

28/2

5.4 課 PPT
課本 - 5.4 課颱風的形成
課堂工作紙

摺紙炮練習
觀看整條影片後，回答 Google
Form 內所有問題後提交
F1 Lesson 4 Google Form
Scholastic Reading: Greatest
Homework Excuse Book Ever

5.3 工作紙解說(中)(18:29)
5.4 自然災害 - 颱風(1)(中)(8:49)
5.4 自然災害 - 颱風(2)(中)(23:56)
5.4 自然災害 - 颱風(3)(中)(24:25)
5.4 自然災害 - 颱風(4)(中)(11:47)
5.4 自然災害 - 颱風(5)(中)(12:09)

邱家穎
劉純清

紙炮大探究 (17:57)

歐達江

後印象派(二) video

後印象派 (二) (47:35)

陳瑩蔚

(1) Teaching video
(2) WS
(3)Scholastic Online Reading
Platform

Scholastic Teaching Video

Ms
Yolanda
Yung

中文

1.功課:完成朗讀及故事講述
2.錄音以電郵或 whatapps 形式
呈交

說話篇---教學簡報

1.觀看四段教學影片
影片一說話篇--在風中教學片段
影片二說話篇--黃金海岸 教學片段 林麗萍
影片三個人短講教學片段
影片四故事分享教學片段

普通話

一、觀看兩段影片
二、改正第 3 課工作紙
三、完成 google 表格問答遊戲

一、第 3 課工作紙
二、影片

1. 中一級普通話第 3 課工作紙教學
(44mins)
黃清香
2. 初中趣味學普一(12mins)

課堂工作紙
課本

溫習(5.1-5.3 課):
1. 課堂工作紙 5.1-5.3(中)(42:48)
2. 5.2 地勢（測試站)(中)(25:01)
3. 舟曲山泥傾瀉(中)(26:19)

綜合人
文科

邱家穎
劉純清

中史科

工作紙 (楚漢相爭部分)

STEM

飛行訓練任務 (1-9)

教學視訊：
1. 楚漢相爭 (1) (40:08)
2. 楚漢相爭 (2) (40:59)
梁校長
3. 楚漢相爭 (3) (23:34)
4. 楚漢相爭(番外篇 01 韓信)(16:02)
Tello EDU App

STEM Tello EDU 操作 (16:26)
紙炮大探究 (17:57)

歐達江

數字遊戲 2048

數學

2048 教學：增進你的 2048 技術
https://m.youtube.com/watch?v=D_
xBfik3JcU
特別的玩 2048 技巧＋爆關攻略
https://youtu.be/0vxpadBnti8

吳樂曦
譚銘龍
呂奭群
張世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