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涌循道中學通告 2019/2020

41 號 E(中五級)

葵涌循道中學
2019-2020 年度中五級停課功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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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每周寫作
題目」「題 3：交」上載繳交，檔案名稱為：5A01_3(5A1
號第 3 題題目)；只接受 jpg 或 pdf 檔。
9/3 題目：試以「被訓斥後，我卻感到如釋重負」為首句，續寫這篇
文章。
2. 完成閱讀紀錄冊 2 篇
Group 1:
1. Writing: past paper 2019 Question 2
2. Developing skills unit 6 practice paper (task 1-7)
Task 5-7
3. Reading Anthology unit 11, 13, 17, 21 - answer checking
4. Listening S.4 (Part A) final exam
5. Sentence structures - answer checking (adjective clause and gerund
as subject)

英文

6. Razkids: Read 5 books
7. BBC learning English (6 minutes English) -Could you give up fast
fashion & How resilient are you?

Groups 2-5:
1. Reading Anthology unit 11, 13 - answer checking
2. Sentence structures - answer checking (adjective clause and gerund
as subject)
3. Listening Package (class-based)
4. Razkids: Read 5 books

【5A】
1. ZOOM 網上教學活動
2. 完成課堂所給的功課

【5B】

數學

(1) 完成上學期科本閱讀工作紙
(2) 完成第 12 課工作紙 https://tinyurl.com/tx9llbj
【5CD1】&【5CD3】
第 16 章不等式教學影片，第 16 章練習
【5CD2】
觀看考試卷一及卷二對卷解題影片(共 5 段) 並改正

通識

工作紙四 - 中國霧霾問題、中國發展新能源

M1

第 10 章概率分佈教學影片及第 10 章練習

生物

逢星期一至四 9:45-10:45 zoom 網上教室，每周習作星期五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逢星期一繳交。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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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影片 22.1 至 22.3
預習書本 2 第 22 章
完成筆記_第 22 章
完成工作紙 (20)
觀看影片 48.1 至 48.2
預習書本 4B 第 47 章及第 48 章
完成筆記_第 47 節及第 48 章

8. 完成工作紙 (21)
Videos 教學:
1.弗林明右手定律
2.楞次定律

物理

3. 法拉第定律
內附 powerpoints
練習:感生電流及其計算
Zoom classroom:每星期一次

試就以下課題，建國後土地改革/鎮反/三反五反（三選其一）

中史

製作不少於 15 頁的投影片及約 10 分鐘的口頭匯報。

歷史

工作紙 – 主要衝突與和平的訴求

地理

網上學習
書：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1. 預習第 4 章：管理功能 (觀看教學影片及書 P.108-157)
2. 補充練習：第二章 第一節 管理功能 - 選擇題 1 - 74 題

企會財

書：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3. 預習第 5 章：主要商業功能 (觀看教學影片及書 P.160-194)
4. 補充練習第二章 第二節 主要商業功能 - 選擇題 1 - 51 題
書：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5. 預習第 6 章：中小型企業 (觀看教學影片及書 P.196-215)
6. 補充練習第二章 第二節 主要商業功能 - 選擇題 1 - 23 題
自修五冊第六課
-PowerPoint
-附 YouTube 影片
-自修鞏固工作紙乙份（附答案）
-筆記

經濟

-工作紙乙份
功課：
1. 校園經濟 P.6「開天殺價的紅 van 和的士司機
2. 網上小測（四）（範圍-5 冊第六課）
3. 小測（四）改正

旅遊

1. 預習：單元四《客戶關係及服務》P.14-15 旅遊及款待服務員工的個
人特質
功課：單元四《客戶關係及服務》P.15 課後練習

資訊科技

1. 觀看簡報及定期參與直播課堂。
2. 學習「DB Ch 9 實體關係圖」
。
3. 工作紙：下載及完成「A09_實體關係圖_工作紙」

1. 學習內容 :
 總結主題冊 10「健康護理制度」
 整理並總結主題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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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10.4 醫療改革的各種爭議」
 重點：
「香港醫療制度的建立、公營的角色、現時面對的
問題、短期及長期解決方法、私營參與的好處和危機、醫
療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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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管

 完成工作紙「單元十：健康護理制度 工作紙(四) – 總結 A：
議論題(i)」
 完成工作紙「單元十：健康護理制度 工作紙(五) – 總結 B：
議論題(ii)」

2. 學習內容 :
 分析「上學期考試」
 改正「上學期考試卷」
 分析每一道題目的「學科內容」
、「題目要求」和「答題技
巧」，並完成反思工作紙
 如有疑問，可透過 whatsapp 群發問。

視覺藝術

練習：
 完成工作紙「上學期考試反思工作紙」
1. 3 月 painting (7/3 把完成畫作拍照上載到 whatsapp group)
2. SBA 作品二搜集資料
3. 評賞題《水珠子》及《織女星 200》14/3 前交 PDF 或拍照功課到
wtsp group
4. SBA 作品二搜集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