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涌循道中學
2019-2020 年度中四級停課功課 (17/2/2020 – 28/2/2020)

中文

1. 根據寫作題目目錄按時完成寫作練習 (必須手寫在原稿紙上)
繳交方法：請拍照/掃描寫作功課，在 eClass 進入「CHI_S-*中文：高
中」教室」
，在「教學內容」「卷二」「中四每周寫作
題目」「題 1：交」/「題 2：交」上載繳交，檔案名稱為：
4A01_1(4A1 號第 1 題題目)；只接受 jpg 或 pdf 檔。
(1) 17/2 題目：爸媽．我與您的最難忘
(透過文字向最孝敬的人表達心聲；800-1300 字)
(2) 2/3 題目：「今天我雖然遇上了倒霉的事，但是我覺得很感恩。」
以上是文章的開首，試以「感恩」為題，續寫這篇文章。
2. 閱讀課外書
教育城 e 悅讀帳號及密碼：(帳號) kmc-學生證號碼 (例：kmc-123456)
(密碼) eclass 密碼 (例：k123456)
1) Listening Unit 3: Skills development exercises P.1-8
2) Grammar Units 140-145 Phrasal verbs

英文

3) Reading Unit 2: Worst holiday ever
Reading Unit 20: Who's responsible
4) Raz-kids: Read 5 books
【4A】online teaching videos and exercises
【4B】online teaching videos and exercises

數學

【4C】online teaching videos and exercises
【4D1】online teaching videos and exercises
【4D2】承上次的自學短片 https://youtu.be/SQB5QIcb5ms，用數學 A 簿
完成兩張工作紙的題目 (只需做單數)
1. 工作紙三 - 生活素質

通識

標準工時
2. 工作紙四 -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香港新聞自由
備課--第 3 章 微分法導數
-微分法的法則

M1

-複合函數
-鏈式法則
試做 Ex. 3.1A-3.1B

生物

化學

每天網上學習影片:
單元七、八、九
1.
2.
3.
4.
5.
6.
7.
8.

觀看實驗影片 11.1
預習書本 1C 第 11 節
完成筆記_第 11 節
完成工作紙 (21)
觀看實驗影片 13.1 至 13.3
預習書本 1C 第 13 節
完成筆記_第 13 節
完成工作紙 (22)

Videos 教學 :
1. 牛頓第二定律及其計算例子

物理

2.牛頓第三定律及其應用
3. 力矩
內附 Powerpoints
練習: 力及牛頓定律，力矩

中史

月旦古今：中國歷史人物小故事比賽 ( http://cache.org.hk/blog/story/)

歷史

課業 - 明治憲法

地理

網上學習
17/2 – 22/2:
1. 上學期考試改正 (所有題目再做一次) (可觀看教學影片)
書：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2. 預習第 1 章：香港的營商環境 (觀看教學影片及書)
3. 補充練習(第一節)：香港的營商環境 - 選擇題 1 - 42 題

企會財

24/2 – 29/2:
書：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1. 預習第 2 章：企業擁有權的類型 (觀看教學影片及書)
2. 補充練習(第二節)：企業擁有權類型 - 選擇題 1 - 52 題
3. 預習第 3 章：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觀看教學影片及書)
4. 補充練習(第三節)：企業擁有權類型 - 選擇題 1 - 29 題

經濟

登入 moodle 網上學習平台：
1. 透過自學課程學習經濟科概念(第 2 冊)第 9 課：生產和分工
2. 完成指定網上練習及測驗。
3. 透過自學課程學習經濟科概念(第 2 冊)第 10 課：生產要素
4. 完成指定網上練習及測驗。

1. 預習：單元一《旅遊導論》下册 P.121-137 政府在旅遊業發展中的
主要角色
功課：單元一《旅遊導論》下册 P.138-144 個案分析

旅遊

資訊科技

2. 預習：單元一 《旅遊導論》下册 P.146-156 香港旅遊業之發展、現
況、優勢與危機
功課：單元一《旅遊導論》下册 P. 163-170 個案分析
1. 備課 -- 第 10 章 資訊演示
10.1 演示資訊的不同方式
10.2 在演示中使用多媒體元素
10.3 製作演示
10.4 利用 MS PowerPoint 製作演示
2. 試做書本練習題
學習內容：
 預習主題冊 3「健康體魄」
 閱讀主題冊「3.3 認識身體各個系統」：
「神經系統」、
「循環
系統」
、「呼吸系統」
、「骨骼系統」
 重點：各個系統的「名稱」、
「功能」、
「常見疾病」、
「不同
生活方式對該系統的影響」
 如有疑問，可透過 whatsapp 群發問。而 Youtube 上有很多
相關影片，亦可參考 Google 和 Wikipedia。
練習：
 完成工作紙「課題三：健康體魄 工作紙(二) –身體各個系統」：
「神經系統」、「循環系統」、「呼吸系統」、「骨骼系統」

健管
學習內容：
 預習主題冊 3「健康體魄」
 閱讀主題冊「3.3 認識身體各個系統」：
「肌肉系統」、
「消化
及排泄系統」
、「內分泌系統」、
「生殖系統」
 重點：各個系統的「名稱」、
「功能」、
「常見疾病」、
「不同
生活方式對該系統的影響」
 如有疑問，可透過 whatsapp 群發問。而 Youtube 上有很多
相關影片，亦可參考 Google 和 Wikipedia。
練習：
 完成工作紙「課題三：健康體魄 工作紙(二) –身體各個系統」：「肌
肉系統」、「消化及排泄系統」、「內分泌系統」、「生殖系統」

視覺藝術

1. 老師指導構思主題，並開始資料搜集。
2. 開始評賞詮釋及判斷部份的練習

預習第二部分-體適能與營養筆記 p.10-p.14
丙部健康體適能的組合成分和量度
 完成預習三 p.9,p.27
 完成 DSE 選擇題 1-7
體育選修科

1. 預習第二部分-體適能與營養筆記 p.40
訓練健康體適能的 F.I.T.T.
 完成 p.28
2. 預習第二部分-體適能與營養筆記 p.42-p.47 戊部食物與營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