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覺中學
停課第六階段(3 月 23 日至 3 月 28 日)
中二級學習安排
中二級線上學習時間表及 Zoom 會議號
9:3010:10

10:3011:10
11:3012:10

23/3(星期一)
地理
A-D：340-341-904

佛學
A-D：515-304-005

24/3(星期二)
數學
A-D：170-937-497
教材

綜合科學
A-D：637-228-938
英文
C：468-693-9296
D：228-454-5481

25/3(星期三)
中文
A：477-655-045

26/3(星期四)
英文
A：434-397-4992

B、C,D(尹老師)：
297-898-862

B：804-519-370

27/3(星期五)

C：468-693-9296

C,D(陳老師)：
462-191-168

D：228-454-5481

C,D(溫老師)：
266-940-3085
通識
A-D：472-767-815
英文
C：468-693-9296

中史/歷史
A-D：261-626-3387
音樂
A-D：711-292-150

Zoom 使用指引：詳見特別通告七(附件一)
1. 下載應用程式「ZOOM Cloud Meetings」
電腦版：
https://zoom.us/download
手機版：
(App Store)
https://apps.apple.com/tw/app/zoom-cloud-meetings/id546505307
(Google Play)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us.zoom.videomeetings&hl=zh_HK
2. 開啟「ZOOM」程式並按「加入會議」。
3. 輸入會議編號、密碼(稍後透過學生電郵及電子通告發放)及用戶姓名，完成後按「加入
會議」。為方便教師辨認學生身份及點名，請學生以「班別+學號+姓名」(2A 3 陳大文)
4. 按「加入並開啟視訊」
5. 按「使用電腦語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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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
自主
學習

中文

學習安排
課業連結於當天 8:00 前開放，同學須於 9:00 前完成。同學須先登入學校為學生開
設的電郵地址(s201xxxxx@pokok.edu.hk)，方可進入課業連結。
日期
課業連結
23/3/2020
(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Q4vilqeD6h6lZ9i5oNiEV8R6gKYQN3EtniUhhK9yJ47zw/viewform

24/3/2020
(二)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elec4JzYJLYjVmXckYtUz
pwJtf3u9GfiEpMhABlWIsoLuPQ/viewform

25/3/2020
(三)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JRSJh4Nk6Pz7yQCY3
WrWn0q7ZaQlPrU0VY3CIOFZ6s0x8Q/viewform

26/3/2020
(四)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1gPzq9Pal12Fe75xdqxT
2gA9s4xYSkrmKaft1VGPdTA_Ibg/viewform

27/3/202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MA02vrqV73lcBgx9iQL
(五)
6nMO9uNpYITb0uFbYuP9eR4vL5Ag/viewform
1. 每日一篇
1.1 以下連結提供 5 篇文章，請同學於星期一至五登入網頁，每日閱讀一篇
文章，並於相關的 Google Form 內回答相關問題。
1.2 為確保學習持續有序，請同學每日閱讀一篇文章及答題，不要一次過完
成所有文章。
1.3 每次閱讀及答題均須於 Google Form 內準確填寫個人資料，以便老師點算
課業。
1.4 「班別」一欄請填寫阿拉伯數字及英文字母，如：中二慈班請填 2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6SMOohEA9aQzdMDgZ3LXuQ6nPRf1d6?usp=sharing
2.

名著必讀《聊齋志異—選譯》閱讀札記(2)
2.1 請同學使用以下連結閱讀《妖術》、《畫皮》兩篇小說：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0m_MQLAD9kJ1tqofkgMS9_nNe_CxxKi/view?
usp=sharing
2.2 下載、列印及完成以下連結電子版工作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d7ChSiRhmQSo4Tq5vLRlvZ7JbLqj8oA/view?us
p=sharing
或 在原稿紙 / 單行紙上完成，並清楚列明大小題號。

3.

語文運用練習
3.1 請同學先觀看以下連結：https://youtu.be/Hu4MW_BAdoI
3.2 然後完成教科書(上冊)相關頁數練習：
文言詞匯：認識虛詞【因、莫、或、為】(頁 2.23-2.24；3.25-3.27)

※ 各位同學須於 3 月 28 日(六) 12：00 前，把 2.「閱讀札記(2)」及 3.「語文運用
練習」拍照，並以電郵方式傳送至科任老師的電郵信箱，逾期繳交將會視為
欠交功課。
吳素儀老師：misssoyee@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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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家明老師：kamingvan@hotmail.com
陳瑞麗老師：shirleychan729@hotmail.com
溫玉倫老師：wanyuklunellen@gmail.com
※ 如同學欠交第一至第五階段功課，亦須於上述期限前完成及上載欠交功課。
※ 如有問題，請向科任老師查詢。
普通話 各班第二組同學必須完成第七課《一起分憂解難》的說話評估，請錄音後 WhatsApp
給孫老師。
截止遞交時間：3 月 28 日（星期六）12:00
備註：各班第二組名單、說話評估題目及要求將發到班群。
2A
英文
1.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 (75 in total) by 28/3
2. Finish textbook 2B p.96-101 and send the completed works to yph@pokok.edu.hk
by 28/3
- Look up the vocab in the dictionary for text 1,2,3,4
- Fin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1,2,3,4
3. Join Google Classroom (code: 2bc3ygj)
2B
1.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 (at least 2 exercises) by 28/3
2. English Textbook 2B (Unit 8)
Take photos of the following completed tasks and send the photos to
tws@pokok.edu.hk
a. Texts 1 & 2 (p.96), Text 3 (p.98), Text 4 (p.99): Look up the vocabulary (at least
10 words per text) in the dictionary and write down the Chinese meanings in the
textbook by 26/3
b.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s 1 & 2 (p.97), Text 3 (p.99) , Text 4 (p.101) by
28/3
c. Vocabulary building Exercise (p.103-104) by 28/3
2C
1.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 (at least 2 exercises for this week by 28/3)
2. English Textbook 2B p. 100-101
- Look up the vocab in the dictionary (at least 10 words) and write down the
meanings in the textbook
- Take photos of your work and send them to cwn@pokok.edu.hk by 28/3
3. English Textbook 2A p. 38-41, 2B p. 102-105
- Look up the vocab in the dictionary and write down the meanings in the textbook
- Take photos of your work and send them to cwn@pokok.edu.hk by 28/3
2D
1. i-learner Online Exercise (at least 2 exercises) by 28/3
2. English Textbook 2B (Unit 8)
Take photos of the following completed tasks and send the photos to
likc@pokok.edu.hk by 28/3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s 1-4 (p.96-101): Look up the vocabulary (at least 10 words per text) in the
dictionary and write down the Chinese meanings in the textbook. Complete the
comprehension exercises.
b. Vocabulary building Exercise (p.103-104)
3

通識

數學
綜合
科學

Google Classroom ：中二通識 2019/20
Class Code：4g5yepm
在家學習安排
遞交課業方式
⚫ 以下檔案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功課六：3 月 28 日 12:00 前完成
發放屏幕錄影
1. 剪報二，請登入 Google Classroom，下
課題 4.2：中國近年的發展
載剪報工作紙，完成後上傳。
2. 跟進改正：老師於 Google Classroom 為
上一階段的功課五給予分數及回饋。
請同學於 Private comments 按指示跟進
改正。
請閱覽 Google Form 內的教學短片及示例，並於 3 月 28 日 12:00 前完成練習題。
CH 8 Angles Related to Triangles and Polygons (8.1 Angles and Sides of a Triangle)
參與 Zoom 網上課堂：教授第 9 課 Acid and Alkalis，請預備 2B 課本。
I.

電腦
佛學

中國
歷史
歷史

Watch video in the website:
https://youtu.be/JuN2ln_cmpk
http://eresources.oupchina.com.hk/NMASCI/video/nms_pract0904_e.html
II. After watching the video, students should complet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on
the following webpage:
https://goo.gl/forms/PFrw8HoVqYPZlMEi1
Students have to finish and submit the above MC questions by 28th Mar., 2020.
—
中二佛學功課改正 ─ 工作紙二(溫習篇)「八大人覺經」及「五蘊無我」
1. 請同學於以下連結下載參考答案，並作改正：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N8Of5YqlvRxwTM1E5TgqCyaTzJ5cD2F0
2. 請於 3 月 23 日開始，用學生編號的電郵和 Class code (ooslskn)登入 Google
Classroom，並於 3 月 28 日 12:00 或之前提交。如有問題請於 Google Classroom
post 提出，或電郵給老師：lky@pokok.edu.hk。
3. 如同學欠交第一至第五階段功課，亦須於上述期限前完成及上載欠交功課。
同學請到 Google Classroom(Class Code : la2eh5t)
課業：（相關文檔已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中二級中國歷史與歷史科）
(1) 宋代中央集權工作紙(28/3/2020 12:00 前遞交)
請細閱文檔，然後完成工作紙。同學可下載文檔輸入答案，完成課業後上傳，
亦可用紙筆撰寫答案，然後拍照上傳遞交。
(2) ZOOM 實時教學 (日期：26/3/2020 時間：10:30 )
科任老師把「登入連結」/ 「會議 ID」同時上載 Google Classroom 第六階段
指引，同學可於課堂前五分鐘登入。
課題：北宋中央集權
同學課前預習書本 p.125-131
如有任何問題，可電郵蔡 sir、曹 sir 或黃 sir 查詢。
蔡 sir: ccy@pokok.edu.hk
曹 sir: ctk@pokok.edu.hk
黃 sir: wth@poko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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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體育

視覺
藝術

家政

同學請到 Google Classroom(2A:y7k44y、2B:rf4bze、2C:bycs2pb、2D：xcqc2ww)
1.下載「變化中的氣候」單元 11.5「我們可以做些甚麼」Powerpoint，並預習課本
p.51-60。
2.自習課業：
2.1 下載及完成 Google Classroom 內與單元 11.5 有關的「11.5WS」工作紙，共 3
頁，完成後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2.2 查看 Google Classroom 老師發還的已批改單元 11.4(1)工作紙，並下載該單元
工作紙答案及進行改正，完成後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同 學 以 學 校 為 學 生 開 設 的 電 郵 地 址 (s201xxxxx@pokok.edu.hk) 登 入 Google
Classroom，然後用以下 Class code 登入。
2A Class code : oh52362
2B Class code：jeq2r2w
2C Class code : 5aqs3hs
2D Class code : cdrjzjm
登入後，完成有關「運動和健康」的課業。課業要求同學先觀看短片，然後完成
選擇題。若有問題，請於 Google Classroom 提出，或電郵(kms@pokok.edu.hk)給古
名純老師。
主題：印象•香港 3 (作品欣賞及材料搜集)
1. 根據老師的評語，修改上次的臨摹作品，保留所有已完成的功課。
2. 開啟以下 PDF 文件欣賞拼貼畫作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CYTTCTXLtIIxYNbc4d1ebpC2Tgbq2kb/view?usp=s
haring
3. 搜集不同質地和顏色的紙張最少 5 款。 (例如: 原稿紙、單行紙、錫紙、報紙、
雜誌紙……) 紙張大小約 10X10 CM。
4. 欠交第一至第四階段功課同學請補交。
繳交日期：28/3/2020
繳交方法：把已收集的紙張拍照上載 Google classroom。
2A Class code: ewod2hi
2B Class code: af7ijxz
2C Class code: 6tyv3bw
2D Class code: gi6gotf
1.請於以下連結觀看中二網上教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njNrzFggr6JGEo9GkLJM89UFGnCfvdr
2.觀看後，請在 3 月 28 日或之前經 google form 完成以下功課：
https://forms.gle/GBnMMVzTdmy4gJbz5
3.請於以下連結觀看中二家政網上家課 4 的批改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ODyhQKqnAiBAxPgLw9cnfiQsx6x0a3817wmP_ex8yk/edit?usp=sharing

設計與
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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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圖書館

用 Class code (kk7cxet) 登入 Google Classroom，下載並閱讀粵劇(Part 2)教材，然後
完成在 Google Classroom 的「粵劇(Part 2)」 Google Form，並提交課業。
如有問題，可在 Google Classroom 發問或電郵 aym@pokok.edu.hk。
以下連結附數百本有聲書，涵蓋六種語言，適合學齡 0~18 歲的學生收聽。不用註
冊、不用登入，直接按連結即可免費收聽。https://stories.audi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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