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覺中學
停課第六階段(3 月 23 日至 3 月 28 日)
中四級學習安排
中四級線上學習時間表及 Zoom 會議號
23/3(星期一)
11:3012:10
13:3014:10

14:3015:10

15:3016:10
16:2017:00
21:0021:40

物理：935-684-119

24/3(星期二)
英文
C：891-526-4191
中文
A：425-375-915

25/3(星期三)

英文
A：915-476-494

26/3(星期四)
英文
C：891-526-4191
通識
A：729-343-6609

B：203-903-441

B：640-374-5654

B：997-581-6075

C：929-583-321

C：891-526-4191

C,D：949-451-4837

D：977-783-6620
數學
A-D：433-680-632
教材(中文版)
教材(英文版)

D：915-476-494
選修科(一)
地理：610-343-440

選修科(二)
中史：130-295-659

經濟：768-529-6724

BAFS：528-416-283

視藝：221-480-7618

旅款：444-275-558

生物：710-140-0220

ICT：165-765-753

物理：935-684-119

科學：207-757-644

體育：473-804-3499

化學：255-260-2802
生物：710-140-0220

生物：710-140-0220

27/3(星期五)
英文
C：891-526-4191
體育
A-D：668-074-0117

佛學與人生
A-D：575-734-751

中史：438-093-733
歷史：820-593-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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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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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慈班請填 4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6SMOohEA9aQzdMDgZ3LXuQ6nPRf1d6?usp=sharing
2. 聆聽及綜合練習
2.1 請複製以下連結，開啟文件夾，下載檔案：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T0w5uEEJoEs0RAZBEXYqi0E3VeHlXTX
2.2 課業可於原稿紙或單行紙作答，請於課業上方註明學生姓名、班別、班號，
以及課業名稱，並於課業下方註明「第
頁」
；作答「聆聽部分」時，請
書明題號 (包括分題題號)，每題隔行書寫。
2.3 請把課業拍照電郵予科任老師，亦可通過 WhatsApp 私訊交予科任老師，但
切勿通過全班 WhatsApp 群組繳交課業。
2.4 上載的照片必須影像清晰端正，並按頁數順序上傳。
※ 各位同學須於 3 月 28 日(六) 12：00 前完成及上載功課，逾期繳交將會視為欠交
功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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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許容德老師：iamwinniehui@yahoo.com.hk
4B 李志雄老師：chli2002@netvigator.com
4C 尹家明老師：kamingvan@hotmail.com
4D 黃婷婷老師：wongtt909@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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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1. Do at least 1 i-learner exercise by 28/3
2. Do the Listening Book Unit 4 Integrated Skills (p.104-118)
- If students do not have Listening Book Unit 4, you may finish the exercises on the
Google Form below:
Link for 4AD (Group A): https://forms.gle/gFrGBBu971zdY56a9
Link for 4AD (Group B): https://forms.gle/82b7J3UrrZwJ5u5RA
Link for 4B: https://forms.gle/aMGo7Zd3xeSz4GXV6
Link for 4C: https://forms.gle/LSLw14PcENqAmbwN7
- Students who finish the exercises on their Listening Books have to send the photos of
the completed pages to their teacher via e-mail by 28/3.
4AD (Group A) Mr. Lau: pokoklau@yahoo.com.hk
4AD (Group B) Miss Chu: cws@pokok.edu.hk
4B Miss Cheung: cht2015@pokok.edu.hk
4C Miss Law: lyuenyiu@gmail.com

通識

Google Classroom：中四通識 2019/20
Class Code：ocw9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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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身份和身 ⚫ 資料回應題(課本 p.200-201)
份認同
⚫ 數據分析題(5 分)
⚫ 因素題(6 分)

數學

綜合
科學

物理

遞交課業方式：
⚫ 將答案輸入 Word 檔，然後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 將答案寫在單行紙，然後下載手機應
用程式 CS SCANNER，掃瞄成 pdf 檔，
最後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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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ore about Polynomials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and Least Common Multiple of
Polynomials)
參與Zoom網上課堂：講解第二課，請預備筆記。
甲部 請同學往以下網址觀看本課節內容：
https://youtu.be/hH4pqPo8YAk (由0:00至3:44)
觀看後在YOUTUBE留言位置輸入同學的名字，以便老師跟進。
乙部 在3月28日12:00前完成以下預習練習：
https://forms.gle/q2xFUvZyfdFJsq7x8
參與 Zoom 網上課堂：講解測驗。
中四物理網上教材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6iR1ggExkezbdYCooAJlswNUhglWVgcW
完成文件夾內的練習(Radiation LQ)。完成後，請在 3 月 28 日 12:00 或之前經 WhatsApp
繳交。答案會經 WhatsApp 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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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生物

電腦

佛學

(i) Login Schoology
(ii) Review Ch15_ (T)_Concentration of solutions(2)
(iii) Finish the Homework: Ch15_ (H) Concentration of solutions (2) and upload to Schoology
Should you have any que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r. Tong in WhatsApp group / Online
lesson (Zoom meeting).
1. 參與「人體內物質的轉運」Zoom 網上課堂：
i. 心 (24/3 14:30-15:10)
ii. 血液循環(26/3 14:30-15:10)
2. 完成 ch 8.4 - 8.5(s)工作紙，經 WhatsApp 群組以 PDF 形式繳交。
1. 觀看第五課教學影片
2. 完成第五課短問答 1、2、3、4 及 5 (可觀看解題影片)
3. 把完成後之答案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截止繳交日期為 2020 年 3 月 28 日
12:00
4. 繳交之檔案可為 word 檔 或 jpg 檔。
中四佛學與人生省思課業(四) ─「業報與輪迴」
1. 省思題目：在《大隻佬》影片中，飾演「大隻佬」的劉德華，對於未能改變前世
殺人無數的女主角(張柏芝飾)的命運，說道：「我不會再做任何事了，我做甚麼
也沒有用。」
「大隻佬」對人生充滿了無奈以及宿命感，根據佛教的因果論及業
報輪迴觀，他的人生態度正確嗎？女主角的命運真的無可挽回嗎？請加以評述。
2. 學習材料：
「業報輪迴」參考簡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IMVqDLbE6bNIl49SOLHB-6hlzVctIAa/view?usp=sharing

「業報與輪迴」參考資料：
http://www.hkbuddhist.org/zh/top_page.php?p=knowledge_detail&kid=89&cid=12&id=43

「因緣果報」參考材料：
http://www.hkbuddhist.org/zh/top_page.php?p=knowledge_detail&kid=90&cid=12&id=43

中國
歷史

歷史

3. 電影「大隻佬」選段：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
https://youtu.be/jDi2MDvxhDw
4. 請將課業寫在作文紙/單行紙/word 檔，於 3 月 28 日 12:00 或之前電郵給科任老
師 lky@pokok.edu.hk。
同學須於 3 月 28 日或之前完成以下工作
相關課題：隋開皇之治
1. 閱讀書本及簡報
2. 完成工作紙 — 隋開皇之治頁 1-6
有關資料已上載 Google Classroom (Class Code：m4eiy3g ) 及 中史 WhatsApp group。
如有任何問題，可 WhatsApp 或電郵黃老師查詢。
Google Classroom
課程代碼：3dhtdji
課業：
(1) 預習：戰時會議與戰後和約(24/3/2020 前完成 Google Classroom 中表單)
請於 Google Classroom 開啟(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義（主題乙，121-131
頁）.ppt)
細閱文章，然後思考並於表單(Google Form)中回應以下問題。
1. 兩次世界大戰在政治上有哪些相同的歷史意義？試舉出其中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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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經濟

2. 兩次世界大戰在政治上有哪些不同的歷史意義？試舉出其中兩項。
3. 兩次世界大戰在社會上有哪些相同的歷史意義？試舉出其中兩項。
4. 兩次世界大戰在社會上有哪些不同的歷史意義？試舉出其中兩項。
5. 兩次世界大戰帶來哪一項最為正面的意義？試指出並加以解釋。
6. 兩次世界大戰帶來哪一項最為負面的意義？試指出並加以解釋。
(2) 論述題：論文二十二(26/3/2020 前完成並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中四歷史
課程)
題目：戰時外交及戰後安排在什麼程度上締結了新的國際秩序？
請按論文格式及要求完成。請註明題目及題號於適當位置。
(3) 讀史札記：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義 (28/3/2020 前完成並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中四歷史課程)
請先參考筆記及課本(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義（主題乙，121-131 頁）.ppt)
，然後下載((19-20)20 世紀主要衝突：讀史札記 22 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
義.doc)
同學請開啟文檔，輸入答案後，將課業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如有任何問題，可電郵：ctk@pokok.edu.hk 查詢。
(1) 自學議題「機會與風險 — 居住在災害頻生地區是否明智之舉」：
同學請進入以下網頁，收看「地震是怎樣發生的」，並預習課本第 57 及 63 頁。
https://trc.oupchina.com.hk/tsrc/TSRC?sectionCode=multi_videos&langCode=TC&catCo
de=Multimedia_s&_SrsCode=JUNGEO2E&t=S
(2) 課業：完成議題「機會與風險 — 居住在災害頻生地區是否明智之舉」筆記
第 39 至 41 頁(板塊活動怎樣造成構造災害：板塊運動怎樣造成地震)，完成後
以 WhatsApp 或電郵繳交。
第七章：廠商的目標與擴張筆記於 3 月 23 日前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2019-2022
經濟科。
請於 28/3 或之前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已完成之筆記，課業繳交形式可為圖片、
文字檔或 PDF 檔。

企會財
1.
2.

3.
4.
5.

學習安排
預習：營商環境第 2 章「企業擁有權」
為「公營企業」、「跨國公司」編寫
筆記，包括 (a) WHAT 描述 (如：甚麼
是「公營企業」、甚麼是「跨國公司」
(b) WHY 重要性 (如：「公營企業的優
點、缺點」、「香港跨國公司的特點」)
在單行紙上完成課後選擇題(「公營企
業」、「公營企業」，p.76-p.78)
在單行紙上完成「企業擁有權 (2)」的
歷屆 DSE 選擇題及短答題(p.3-p.4)
Zoom 視像教學—存貨的計價(參考教
科書—財務會計 1 第 6 章「存貨的計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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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繳交方法

備註
將 2、3 及 4 的 1. 參考教科書—
營商環境第 2
筆記/答案拍照，
章「企業擁有
傳送至 (a) 中四
權」
BAFS WhatsApp
2. 需完成的歷屆
群組，或 (b) 科
選擇題及短答
任 老 師 個 人
題題目已於
WhatsApp
16/3/2020 透過
中 四 BAFS
WhatsApp 群組
發放

旅遊與
款待

1.
2.
3.
4.

體育
(DSE)

參考第 9 章「本地旅遊業的概況」，完成 DSE 2019 DBQ 1 (課業 14)。
參看簡報，預習：第 14 章「款待業簡介」
參考 第 14 章「款待業簡介」之「自主學習工作紙 A-E」，在筆記簿上編寫
筆記 (課業 15)
26/3/2020 14:30 參與 Zoom 視像教學

繳交方法：將 課業 14 (PDF 檔)及 15 拍照，傳送至 (a) 中四旅款 WhatsApp 群組，
或 (b) 科任老師個人 WhatsApp
繳交日期：28/3/2020 (六) 12:00 前
備註：
◼ DSE 2019 DBQ 1 (於 21/3/2020 經中四旅款 WhatsApp 群組發放)
◼ 第 14 章「款待業簡介」簡報 (於 23/3/2020 經中四旅款 WhatsApp 群組發放)
◼ 第 14 章「款待業簡介」之「自主學習工作紙 A-E」 (於 23/3/2020 經中四旅款
WhatsApp 群組發放)
運動訓練法 自習平台 (六)
1. 請完成運動訓練方法筆記 p. 54-62。
2. 請完成法特萊克工作紙。
請在 28/3 12:00 前把答案填在 Word File 文件，然後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繳交。
https://classroom.google.com/u/0/c/MjQ1NDU1NDA3ODFa/a/NTQwNTc1MzA3OTBa/details

體育

視覺
藝術

生涯
規劃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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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Class code：twa5ofk
4B Class code：3q764po
4C Class code : kklo23f
4D Class code : s367dvg
登入後，完成有關「棒球擊球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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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f@pokok.edu.hk)給李祥輝
老師。
中四視藝工作紙十 —「SBA 1」
1. 請 於 3 月 23 日 開 始 ， 用 學 生 編 號 的 電 郵 和 Class code 登 入 Google
Classroom(Class code: ututikn)，並於 3 月 28 日 12:00 或之前影相繳交，如有問
題請給老師 wpy@pokok.edu.hk 電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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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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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