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覺中學
停課第六階段(3 月 23 日至 3 月 28 日)
中三級學習安排
中三級線上學習時間表及 Zoom 會議號
9:3010:10

23/3(星期一)
音樂
A-D：
857-409-904

24/3(星期二)
英文
A：
891-526-4191

25/3(星期三)
數學
A-D：
612-903-587

B：
640-374-5654

28/3(星期六)

B：552-089-8343

C,D(溫老師)：
266-940-3085

D：
173-171- 958
視覺藝術
A-D：
782-655-192

27/3(星期五)

C,D(許老師)：
351-459-138

C：
434-397-4992

10:3011:10

26/3(星期四)
中文
A：333-036-398

物理
A-D：
405-222-5430

C,D(黃老師)：
977-783-6620
通識
A：997-581-6075
B,D：
453-191-0281

地理
A-D：
729-343-6609

中史/歷史
A-D：
820-593-6128

C：447-238-604
11:3012:10
12:3013:10

化學
A-D：
255-260-2802
視覺藝術
A-D：
782-655-192

生物
A-D：
669-598-975
英文
A：
891-526-4191

13:3014:10

英文
A：
891-526-4191
商業
A-D：
133-134-901

16:0016:40

英文
A：
891-526-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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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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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Q4vilqeD6h6lZ9i5oNiEV8R6gKYQN3EtniUhhK9yJ47zw/viewform
(一)
24/3/202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elec4JzYJLYjVmXckYtUz
pwJtf3u9GfiEpMhABlWIsoLuPQ/viewform
(二)
25/3/202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JRSJh4Nk6Pz7yQCY3
WrWn0q7ZaQlPrU0VY3CIOFZ6s0x8Q/viewform
(三)
26/3/202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1gPzq9Pal12Fe75xdqxT
2gA9s4xYSkrmKaft1VGPdTA_Ibg/viewform
(四)
27/3/202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MA02vrqV73lcBgx9iQL
6nMO9uNpYITb0uFbYuP9eR4vL5Ag/viewform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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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慈班請填 3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6SMOohEA9aQzdMDgZ3LXuQ6nPRf1d6?usp=sharing
2.

名著必讀《古文觀止》閱讀札記(三)
2.1 請同學閱讀《陳情表》、《進學解》兩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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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3Lx5NcOOyxnHCZ9wo01EiAdVUZn4MUI/vie
w?usp=sharing
或 在原稿紙 / 單行紙上完成，並清楚列明大小題號。

※ 各位同學須於 3 月 28 日(六) 12：00 前，把 2.「閱讀札記(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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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穎恒老師：edwardanielhui@yahoo.com.hk
江結芬老師：kkf@pokok.edu.hk
許容德老師：iamwinniehui@yahoo.com.hk
溫玉倫老師：wanyuklunellen@gmail.com
黃婷婷老師：wongtt909@yahoo.com.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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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普通話

英文

通識

數學
物理

各班第二組同學必須完成第七課《相聲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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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o M4 writing task (A letter of complaint) by 28/3
- Read the notes for the writing tas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GCHscg0nvrCTMIAOG2X6YSz60fvOGk/view?usp=sharing
- Write a letter of complaint in about 200 words on the Google Form below:
Link for 3A: https://forms.gle/JbovLNUZkVewKzrw8
Link for 3B: https://forms.gle/1fLjwUYmXK8BUDkG7
Link for 3C: https://forms.gle/gf98rCfDGymib1vH6
Link for 3D: https://forms.gle/HCwHT2jKJf964sVw8
2. Do Textbook Unit 6 Vocabulary exercises (p.42-44)
- Answers will be checked in class.
Google Classroom ：中三通識 2019/20
Class Code：73u6dx4
在家學習安排
遞交課業方式
⚫ 以下檔案透過 Google Classroom ⚫ 功課七：3 月 28 日 12:00 前完成
發放屏幕錄影課題：
⚫ 通過 Google Form 完成工作紙，Google
全球經濟：世界貿易
Form 之連結將於 Google Classroom 發
課題一：貿易的定義
放。
課題二：貿易對整體經濟的益處 ⚫ 跟進改正：老師於 Google Classroom
及壞處
為上一階段的課業給予分數及回饋。
⚫ 發放學習教材，請同學下載及溫
請同學於 Private comments 按指示跟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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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11.1 Simple Ideas of Probability)
中三物理講義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4l57socYVamxo7sxE-bVsfvDormvLbf

請觀看在 Online learning video\Ch 3.2\ 內的學習片段。

在觀看學習片段 後，請做 google drive 內的「功課 7」：
功課 7 連結：https://forms.gle/UuE5nnA4oxPy19PF6
若同學曾嘗試繪畫光線圖，可經以下連結繳交光線圖給老師：
https://forms.gle/RQj2k4Q5xr8zU1yD6
請在 3 月 28 日 12:00 或之前完成以上預習及課業。
第四階段課業的表現可在以下連結檢視：
功課 5A：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5QPCA_VjHfgXoR1C8PPyxZ6DZ_NZcwC
功課 5B：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_Akjc5Bt4G9kGtN8UpelUIOhqcpdOY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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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生物

電腦
商業

佛學

注意：
中三級物理科將於 3 月 25 日(三) 10:30 - 11:10 利用「ZOOM」進行線上功課講解。
屆時將講解功課 3B 及 5B。請同學先看看這兩份課業的內容及自己在課業中的表
現。
Topic: Electrolysis of sea water
i) Click into following web site: https://forms.gle/DyVP7WBsH3rVVP2y6
ii) Watch the video and take notes
iii) Finish the questions in Google Form
1. 參與「消化系統 — 牙齒」Zoom 網上課堂：講解之前的功課及教授有關牙齒
的基本知識
2. 完成消化系統工作紙 p.5 有關牙齒的練習題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up5mb_s-mXuYx_mWW2qxGCv2kEZB-KC)，
在 Google Classroom (class code：jssa6ii) 或以電郵繳交。
—
參考單元二：旅遊與款待 2.3 旅遊形式，完成「課後練習 2」
繳交方法：將完成的工作紙 (pdf 或 word 檔) 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繳交日期：28/3/2020 (六) 12:00 前
備註：
◼ 請於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課後練習 2」
◼ Google Classroom
3A class code: 47vj7ix
3B class code: n5ad6w2
3C class code: 5yht2eu
3D class code: ncuo5kf
◼ 如有需要，同學可於 26/3/2020 16:00 參與 Zoom 視像教學。
中三佛學工作紙五(溫習篇) ─「四 攝 」(二)
1. 工作紙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al8r4WcW5qrHqMebzNxOWSW8o3N5cRT/view?usp=sharing

2. 「 四 攝 」 (慰 喻 語 )教 材 參考：
http://www.hkbuddhist.org/zh/top_page.php?p=knowledge_detail&kid=69&cid=12&id=43

中國
歷史
歷史

3. 請於 3 月 23 日開始，用學生編號的電郵和 Class code 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並於 3 月 28 日 12:00 或之前提交，如有問題請給老師 wpy@pokok.edu.hk 電郵。
Class code: 3A 4hpy2iq
3B olbakzn
3C bceqohp
3D tdywg3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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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oezz4v)
課業：（相關文檔已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中三中國歷史及歷史群組/意大利
法西斯主義）
(1)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工作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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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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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30 )

地理

體育

視覺
藝術

音樂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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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法西斯主義
同學於課前預習「1920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pdf」(已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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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學議題：單元 5.4(比較天氣與氣候的分別)(認識天氣因子及量度的單位)
(閱讀天氣圖上的圖例)
同學請觀看以下片段：
「怎樣閱讀天氣圖上的符號」
，並參考課本第 48、50、51
頁。
https://trc.oupchina.com.hk/tsrc/TSRC?sectionCode=multi_videos&langCode=TC&catC
ode=Multimedia_s&_SrsCode=JUNGEO2E&t=S
(2) 課業：請在 Google Classroom(課程代碼：xxwrvzu) ，完成認識天氣的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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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Class code：r5g5i66
3B Class code：y7jz7gj
3C Class code : zk3gn77
3D Class code : drlx722
登入後，完成有關「運動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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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人物繪畫(四)
1. 保留所有已完成的功課。
2. 參考已搜集的運動員圖片，把運動員化成幾何人物 3 次，並加入 3 種色彩。
3. 可參考歷年同學作品: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zr0eOQtKfAtsTuMPi4kKjYaWo0mbsB?usp=sharing
4. 詳細示範在 ZOOM 線上學習教室
完成日期: 28/3/2020
繳交方法: 照片上載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3A Class code: 25ro6yx
3B Class code: fbn7zl3
3C Class code: d5tfdwe
3D Class code: hdyfalg
用 Class code (7kjm2w6)登入 Google Classroom，下載並閱讀六十年代粵語流行曲(Part
1)教材，然後完成在 Google Classroom 的「六十年代粵語流行曲(Part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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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