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涌循道中學
2019-2020 年度中五級停課功課 (17/2/2020 – 28/2/2020)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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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每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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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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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題目：試撰寫文章一篇，並以「自此之後，我終於明白父母
的苦心。」為末句收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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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1:
1. Listening Part A: S.4 2nd UT
2. Reading Anthology: Unit 11 Urban development
Unit 13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3. Writing: 2019 past paper Question 2 (400 words)
4. Grammar in Use: Unit 53-68
5. BBC learning English (6 minute English):
Is it goo to disagree?
Why do people like sad music?
6. Razkids: 5 books
Groups 2-5:
1. List Unit 5 practice paper
2. TA Unit 11 Urban Development and Unit 13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3. Razkids: 5 books
【5A】online teaching videos and exercises
【5B】online teaching videos and exercises
【5CD1】1. 教學影片- 數列求和法；2. 第 12 章、第 13 章練習

數學

【5CD2】1. 觀看影片「等差數列的求和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MBaac26gE
2. 用數學 A 簿完成工作紙題目 Q1-8
【5CD3】online teaching videos and exercises

M1

1. 教學影片- 進階概率及貝葉斯定理；
2. 第 9 章練習

1. 工作紙三 - 能源需求 及 中港身分認同

通識

2. 工作紙四 - 中國霧霾問題 及 中國發展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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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戰

地理

網上學習

企會財

經濟

停課期間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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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習第 1 章：香港的營商環境 (觀看教學影片及書)
3. HKDSE 試題 PPQs (一)： 2012-樣本試卷-1 乙-Q2
 2013-1 乙-Q2 及
 2018-1 乙-Q1
停課期間功課 (24/2 – 29/2)：
書：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1. 溫習第 2 章：企業擁有權的類型 (觀看教學影片及書)
2. HKDSE 試題 PPQs (一)：  2014-1 乙-Q1
 2015-1 乙-Q5(b)
 2016-1 乙-Q3 及
 2019-1 乙-Q1
3. 溫習第 3 章：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觀看教學影片及書)
4. HKDSE 試題 PPQs (一)：  2012-練習卷-1 乙-Q1
 2012-1 乙-Q7
 2014-1 乙-Q5(b),(c)
 2017-1 乙-Q4(b),(c)
1. 自修五冊第三課
-筆記
-PowerPoint
-附 YouTube 影片
-自修工作紙乙份（附答案）
-工作紙乙份（附答案）
功課：a. 考試改正 及 b. 17/2 小測
2. 自修五冊第六課
-PowerPoint
-附 YouTube 影片
-自修工作紙乙份（附答案）
功課：小測改正

Videos 教學 :
1. 力與磁場

物理

2. 弗林明左手定律及其應用
內附 Powerpoints
練習:磁場及其計算

化學

生物

健管

1.
2.
3.
4.
5.
6.
7.
8.

預習書本 3A 第 27 章
完成筆記_第 27 章
書本 3A 第 27 章 p20 Q1-9 及 p25 Q10
完成工作紙 (18)
觀看實驗影片 20.1
預習書本 2 第 20 章
完成筆記_第 20 節
完成工作紙 (19)

每天網上學習影片:
單元十九、二十
學習內容：
 預習主題冊 10「健康護理制度」
 閱讀主題冊「10.1 香港醫療健康護理制度的發展」
、「10.2
香港的醫療健康護理制度」、
「10.3 醫療改革」
 重點：
「三層醫療護理」、
「人口老化對醫療系統的影響」、
「公營與私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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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預習主題冊 10「健康護理制度」
 閱讀主題冊「10.4 醫療改革的各種爭議」
 重點：
「公私營共同協作的好處、危機和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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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健康護理制度工作紙(三) –醫療改革(B) (影
片觀看及分析現時私營安老院舍問題)」

視覺藝術

1. 評賞題《黑人的遷徙‧第 49 幅》及《化裝舞會前》
2. SBA 作品二搜集資料

預習第五部分-運動與訓練的生理學基礎筆記
 完成習作一至習作三
體育選修科
預習第五部分-運動與訓練的生理學基礎筆記
 完成習作四至習作八

1. 預習：單元二 《款待導論》下册 P.247-293 食物安全及個人衞生
功課：資料分析題

旅遊

2. 預習：單元四《客戶關係及服務》P.1-13 顧客服務的重要性及特點
功課：單元四《客戶關係及服務》P.6 及 P.13 課後練習

1. 觀看簡報及參與直播課堂，學習 DB Ch 8 數據庫設計簡介。

資訊科技

2. 工作紙：下載及完成「A08_數據庫設計簡介_工作紙」
。
(** 所有教材可於 GOOGLE CLASSROOM 內下載，完成功課後，請
於 GOOGLE CLASSROOM 內上載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