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科目

作業功課

卜慕光英文書院
延長假期同學各學科學習進度列表_中三_ Week 4 (24/2-28/2)
學習材料
網上教學片段

科學

中三化學工作紙

綜合人
文科

24/2
English

課本 P.26-36
10.4 課 PPT

Speaking Lesson (3)
1. PowerPoint - TSA
1. TSA Speaking: Writing points for
Speaking - Group
the sub-topics of the sample
Interaction
discussion topic
2. Sample Question Paper
2. Scholastic
Reading:
Stop
from HKEAA
Bullying
3. Marking Scheme of GI
for HKEAA

數學

薪俸稅工作紙

7.4 稅收 簡報
7.4 稅收 簡報 中文版
7.4 稅收 簡報 英文版

中文

看圖作文 「職業無分貴賤 」400 字

議論文寫作「職業無分貴
賤 」教學影片

中三化學 岩石題解 1-3 (15:12)
中三化學 岩石題解 4-5 (13:08)
中三化學 岩石題解 6-8 (15:44)
中三化學 3B 網上直播 (37:06)
岩石總結

負責老師

歐達江

24/2 剪報回饋 (20:50)
10.4 課 控 制 沙 塵 - 探 究 活 動 李明慧
(中)(7:55)
陳淑敏
10.4 課 控 制 沙 塵 - 沙 塵 暴 形 成 黃慶芬
(中)(23:09)

Group Interaction:
Lesson video – (43 mins)

Celia
Leung

薪俸稅練習影片：
薪俸稅 練習示例(1) (4:25)
薪俸稅 練習示例(2) (5:52)
薪俸稅 練習示例(3) (5:13)

鄒朗延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譚煒怡
議論文寫作「職業無分貴賤 」教
麥玉鳯
學影片 34:10

綜合人
10.4 課工作紙(3B,3C)
文科

25/2
數學

中文

抄寫《月下獨酌》兩次

10.4 工作紙解說(中)(23:35)
10.4 課 控 制 沙 塵 - 沙 塵 暴 形 成
課本 P.26-36
(2)(中)(17:34)
10.4 課 PPT
10.4 課 控 制 沙 塵 - 沙 塵 暴 形 成
(3)(中)(15:59)
與平行線相關的角重溫：
8.1 平 行 四 邊 形 簡 報 教 學 (1)
(16:03)
平行四邊形的性質：
8.1 平行四邊形 簡報教學(2)
(16:46)
平行四邊形的判定條件：
8.1 平行四邊形 簡報教學(3)
(13:03)
8.1 平行四邊形 簡報：
平行四邊形 基礎練習示例：
8.1 平行四邊形 教學簡報(1) 8.1 平行四邊形 基礎練習示例(1)
8.1 平行四邊形 教學簡報(2) (7:22)
8.1 平行四邊形 教學簡報(3) 8.1 平行四邊形 基礎練習示例(2)
(15:15)
8.1 平行四邊形 基礎練習示例(3)
(8:34)
8.1 平行四邊形 基礎練習示例(4)
(12:40)
8.1 平行四邊形 基礎練習示例(5)
(5:17)
8.1 平行四邊形 基礎練習示例(6)
(13:23)
《月下獨酌》(內容)影片

《月下獨酌》(內容)教學影片
36:43

李明慧
陳淑敏
黃慶芬

鄒朗延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麥玉鳯

綜合人
文科

音樂

(中)10.1-10.2 課 簡報
(中)課本 第一課及第二課

直笛練習
(1) 新世界音樂(第二聲部)
(第 17-24 小節)
(2) 水上音樂(第一聲部)(第 1-5 中三校本堂課習作
小節)
堂課習作 (P.9-10)
音樂家課 (P.3-4)

26/2
綜合人
10.4 課工作紙(3A)
文科

(英)課堂工作紙 P.14-17
(英)課本 P.26-36
(英)10.4 課 PPT

第一課及第二課重溫:
10.1 荒漠的定義(中)(33:31)
10.1 荒 漠 的 特 徵 ( 氣 候 及 覆 蓋 物
質)(中)(35:19)
10.1 荒 漠 的 特 徵 ( 植 被 及 沙 塵 李明慧
暴)(中)(21:19)
陳淑敏
10.1 挑戰站及功課講解(中)(31:17) 黃慶芬
10.2 荒漠化定義(中)(38:00)
10.2 荒漠化成因(中)(36:43)
10.3 探究活動、挑戰站及功課講解
（中)(43:34)

柴可夫斯基 (3) (1:07:31)

李樂豪

24/2 剪報回饋 (20:50)
10.3 課 課堂工作紙解說(英)(28:04)
李明慧
10.4 課 控 制 沙 塵 - 沙 塵 暴
陳淑敏
(1)(英)(38:44)
黃慶芬
10.4 課堂工作紙及家課工作紙解說
(英)(34:01)
中三化學 金屬 非金屬 (20:17)

科學

原子結構簡報

歐達江
中三化學 原子 元素 (19:43)

Grammar
Lesson
(2):
Reported Statement:
1. PowerPoint
Reported Statements:
2. Module 3 Booklet P.21, Lesson video – (60 mins)
23
3. Class Worksheet

Samuel
Kam

數學

8.1 平行四邊形 練習示例：
8.1 平行四邊形 中等程度示例(1)
(4:40)
8.1 平行四邊形 中等程度示例(2)
(5:53)
8.1 平行四邊形 中等程度示例(3)
8.1 平行四邊形 簡報：
(6:32)
8.1 平行四邊形 教學簡報(1)
8.1 平行四邊形 中等程度示例(4)
8.1 平行四邊形 教學簡報(2)
(8:48)
8.1 平行四邊形 教學簡報(3)
8.1 平行四邊形 進階程度示例(1)
(9:19)
8.1 平行四邊形 進階程度示例(2)
(10:54)
8.1 平行四邊形 進階程度示例(3)
(7:54)

鄒朗延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中文

《月下獨酌》(技巧)

English

1. Module 3 Booklet P. 21, 23
2. Lesson support worksheet x 2

《月下獨酌》(技巧) 教學影片
41:02

麥玉鳯

數學

課本練習 8.1 (第 4、6、8 題)

27/2

科學

中史

視藝

28/2
English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簡報教學：
8.2 菱形 簡報教學 (14:08)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8.2 長方形 簡報教學 (11:29)
教學簡報：
8.2 正方形 簡報教學 (11:52)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教學簡報(中文版)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練習示例：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8.2 基礎練習示例(1) (5:15)
教學簡報(英文版)
8.2 基礎練習示例(2) (5:20)
8.2 基礎練習示例(3) (1:34)
8.2 基礎練習示例(4) (3:34)
原子結構 原子序簡報

中三化學 3B 網上直播 原子結構原
歐達江
子序 (39:17)
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分裂 1 (62:52)
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分裂 2 (40:20)
何智軒
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分裂功課指導
(9:53)

工作紙(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分裂 1)
觀看整條影片後，回答 Google
Form 內所有問題後提交
F3 Lesson 4 Google Form
1. Answer-checking on the grammar
homework: Lesson support worksheet
x 2 and P.21, 23 of the Module
Booklet
2. Writing Competition: Happy
Family – A Letter to Mum and Dad
(word limit: less than 200)

鄒朗延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公共藝術 (二) video

公共藝術 (二) (53:35)

陳瑩蔚

Follow –up Grammar
Lesson on Reported
Statements
1. Module 3 Booklet P. 21,
23
2.Lesson support worksheet
P.2, 3

1. Reported Statements: (32 mins)
Answer-checking video
2. Writing Competition: (18 mins)
Lesson video

Samuel
Kam

多媒體 Ex2 網上功課

延伸影片：
60 30 15 5 FPS 比較 (00：
30)
多媒體元素- 影片 教學短片 (11:50)
幀率(fps)真的重要嗎? (4：
黃君怡
多媒體元素- 聲音 教學短片 (15:01)
05)
一個視頻弄懂視頻和照片
的分辨率(4：50)

數學

－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教學簡報：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教學簡報(中文版)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教學簡報(英文版)

中文

《月下獨酌》課文總結網上問題

體育

體育理論課筆記 1-4 題 筆記下載

普通話

1 完成第 3 課工作紙改正
2 完成 google 表格問答遊戲

電腦

圖案設計練習：
設計與
點的練習、面的練習
科技
google form 鏈結

科學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中等練習示例：
8.2 中等練習示例(1) (4:45)
8.2 中等練習示例(2) (2:27)
8.2 中等練習示例(3) (8:30)
8.2 中等練習示例(4) (5:18)
《月下獨酌》課文閱讀材料
/
肌耐力及肌力的訓練原則段片
肌肉系統的訓練法 簡報下 (25:56)
載
肌 力 平 衡 組 合 訓 練 段 片 (16:03)
肌力訓練的計算方法片段(6:00)
中三級普通話第 3 課工作紙
(16mins)
1 第 3 課工作紙
中 三 級普 通 話 第 3 課 工作 紙 (2)
2 影片
(21mins)
初中趣味學普一 (12mins)

鄒朗延
張世豪
譚銘龍
周潔瑛
袁詠儀
曹志文

黃清香

圖案設計簡報
簡報鏈結

圖案設計解說，共 37：05
影片鏈結

Powerpoint - Atom

F3 Chem 1 metal non metal semi
metal (15:54)
F3 2 Chem Atom (16:06)
歐達江
F3 3 Chem Atomic Structure
(25:47)

林加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