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 TLLF 停課不停學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影響，教育局宣佈學校不早於 3 月 16 日復課。本校期望同學在
「停課」期間「不停學」
，特為同學設計不同的網上學習資源及安排適當的課業，讓同學
在家完成，並於指定時間繳交。詳情見第一部分資料，有關數學科、英文科、綜合科學
科、物理科、化學科及設計與科技科的網上教學安排可查閱以下網頁︰
www.tllf.edu.hk/suspend。
此外，同學亦可善用網上資源，參考第二部分資料，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網上資源在
家中持續學習。

第一部分︰各科學習資源及課業安排
英文科
為了協助同學在停課期間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及追上英文科學習進度，英文科老
師會在網上安排英文學習、收發功課或安排温習，請同學適時登入以下網址或掃描二維
碼，並完成指定的習作。詳請如下：
班別

網址

二維碼

班別

網址

1A

https://bit.ly/2tiuXrS

4AB(1) https://bit.ly/2RMipm8

1B

https://bit.ly/2uXHtNP

4AB(2) https://bit.ly/2GKKTGy

1C

https://bit.ly/36PDnVw

4AB(3) https://bit.ly/2RQ6rb7

2A

https://bit.ly/2ROauEQ

5A

https://bit.ly/31jrea8

2B

https://bit.ly/2GKgA2L

5BC(2)

https://bit.ly/37QhHtt

2C

https://bit.ly/2S4AHxS

5BC(3)

https://bit.ly/3b1G89x

3A

https://bit.ly/38ZBbw1

6A

https://bit.ly/3bcg0ca

3B

https://bit.ly/2RM32tY

6BC(2)

https://bit.ly/2ROZW8z

3C

https://bit.ly/2OiYVmZ

6BC(3)

https://bit.ly/2Uknnbl

二維碼

此外，譚李麗芬英文科「停課不停學」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english 及「Edv 網上教室」http://edv.tllf.edu.hk/english 上載了由本校老師製
作的教學短片。請同學善用在家時間觀看，以鞏固英文學習。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52 2422 或電郵至 mcf@tllf.edu.hk 與英文科主任文翠芬老師
聯絡。

中國語文科
網上教學安排
請先下載該文件，再點擊上面你就讀的年級，即可跳轉到相應的安排。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axS-jkn7jRGjykoQYfaBTf9TX4MG7sj/view?usp=sharing

數學科
數學科「停課不停學亅專頁 www.tllf.edu.hk/suspend 截至 2 月 19 日已上載約 60 條由本
校老師製作的教學短片，請各級同學觀看教學短片並完成跟進工作紙，將答案拍照或
截圖後電郵給任教老師。網頁內容會每逢星期三更新，敬請留意。如有查詢，請電郵
cmf@tllf.edu.hk 聯絡戚文鋒老師。
通識教育科
中一至中五：每星期完成最少兩份閱報工作紙。
中六：完成每日練筆
同學可使用以下連結完成習作︰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lis/%E5%AD%B8%E7%BF%92%E5%B9%B3%E5%8F%B0?
authuser=0

視覺藝術∕視藝傳意科停課功課安排
級別
中一級

功課安排

參考網址/資料

繪畫 禪繞畫(二)(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sW_wpFBxc

繪畫於 A4 紙上，共 2 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MO5oCWqq
Zw

中二級
中三級

繪畫 顏色畫(二)(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uBZw8lidu0

繪畫於 A4 紙上，共 2 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aW4eYOp-g

繪畫 塗鴉(二)(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ImnyE4LEjI

(以自己及親人的名字為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41MiJQiX0

繪畫於 A4 紙上，共 2 張。
中四級

2018 DSE 試題

參考 2018DSE paper.pdf

任選一題
中五級

作品集

中六級

練習 DSE 試題、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hkdse_subj.ht

及收集參考圖片

ml?A2&2&25

企業、會計與財務學概論
級別

學習/ 習作內容

中一級

單元 3 練習 3.1 至 3.3 製作螢幕錄映 18／2 用電郵發放予學生，相關練習為
Google Form，同樣用電郵發放給同學，各作業完成最後日期為 3 月 2 日。

中二級

單元三<個人理財管理>：18/2 先透過 whatsapp 發放筆記給學生，製作瑩幕錄
映及練習 3.1 及 3.2 於 21/2 電郵或 whatsapp 予學生，同學用紙完成練習後於
3/3 前交練習 3.1 及 9/3 透過 whatsapp 或電郵交回交練習 3.2。

中三級

透過 http://edv.tllf.edu.hk/bafs 觀看教學影片，同學完成<<複式記帳法(一)>>的
跟進課業，直接下載 DOC / PDF 輸入答案或以單行紙抄下有關表格(只需寫
題號及答案，不用抄題目)，於 29/2 或以前電郵給任課老師 (3A 及 3C：
lw@tllf.edu.hk ﹔3B：cwy@tllf.edu.hk)。

中四級

於 29/2 或以前列印工作紙及在單行紙上完成，然後電郵予 lw@tllf.edu.hk 或

(會計)

以 whatsapp 私訊予 LW(並密切留意 BAFA 群組訊息)
1.

新書《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單元一的溫習手冊

2.

以上單元的書中選擇題

(可先以網上筆記作預習)
中五級

於 25/2 或以前列印工作紙及在單行紙上完成，然後電郵予 lw@tllf.edu.hk 或

(會計)

以 whatsapp 私訊予 LW(並密切留意 BAFA 群組訊息)
1.

新書《財務會計 2》單元十的溫習手冊

2.

習作稍後會以 whatsapp 通知

(可先以網上教學影片及筆記作預習)
中六級

在單行紙上完成，然後電郵予 lw@tllf.edu.hk 或以 whatsapp 私訊予 LW(並密

(會計)

切留意 BAFA 群組訊息)
1.

DSE Test B.ch1(25/2 或以前完成)

2.

DSE Test B.ch2(29/2 或以前完成)

(完成前先以網上教學影片及筆記作溫習)
中四級

1.

觀看教學影片

(商管)

2. 以單行紙完成 BM-5.1 (A：選擇題 P.190-192﹔B：P.177 Q1-3)，
27/2 或以前，掃瞄及電郵功課至 cwy@tllf.edu.hk
3.

完成<<第 5 章：主要商業功能>>的溫習手冊，自行下載及填寫/
輸入答案，於復課日翌日交回任課老師

中五級

1. 觀看教學影片﹔

(商管)

2. 以單行紙完成 MKT-1.1 (課本：P.19 Q1-4)，27/2 或以前，掃瞄及電郵功課
至 cwy@tllf.edu.hk﹔
3. 完成<<第 1 章：市場營銷的角色>>的溫習手冊，自行下載及填寫/輸入答
案，於復課日翌日交回任課老師。

級別

學習/ 習作內容

中六級

1. 再次完成 2015-2019 年(卷一甲) (21/2 前)﹔

(商管)

2.

試題重溫與分析 (以 Whatsapp 通知)

經濟科
中四級
1.

跟進年假功課功課進展
要求學生完成並遞交「年假功課」遞交日期: 26/2/2020 前
注: 功課寫在單行紙通過 whatsapp 或 email 交予老師

2.

教學及功課安排
3/3/2020 拍片講授及溫習單元五-需求價格彈性及供應價格彈性，完成 ex5.1，
ex5.2 及 ex5.3
遞交日期分別 10/3/2020 前交 ex5.1，14/3/2020 前交 ex5.2。

中五級
1.

【洛淪茨曲線與堅尼系數】(第 18 課)︰觀看教學影片(24/2/2020)並完成相關課
業。

2.

【收入不均問題】(第 18 課)︰觀看教學影片(2/3/2020) 並完成相關課業。

3.

【資料回應題】︰觀看教學影片(9/3/2020)並完成相關課業。

生物科

中四級
（生物）

1. 觀看教學影片（可在 whatsapp 群組內找到）
2. 用單行紙寫上工作紙的答案（可在 whatsapp 群組內找到）
3. 在規定的時間內，拍攝答案並 whatsapp 給任課老師

中五級
（生物）

1. 觀看教學影片（可在 whatsapp 群組內找到）
2. 用單行紙寫上工作紙的答案（可在 whatsapp 群組內找到）
3. 在規定的時間內，拍攝答案並 whatsapp 給任課老師

中六級
（生物）

1. 完成模擬文憑試問題（可在 whatsapp 群組內找到）
2. 觀看試題重溫教學影片（可在 whatsapp 群組內找到）

物理科
「TLLF 停課不停學-物理科亅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physics
化學科
「TLLF 停課不停學-化學科亅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chem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1. 在單行紙上完成在二月十四日通知大家做的練習 2015 年 DSE 試卷
卷一(22/2 前交)
卷二(24/2 前交)
2. 遞交方法：
電郵: ctc@tllf.edu.hk 或 whatsApp 私訊附件給我
3. 留意 ICT 群組訊息及最新溫習與分析(以 whatsApp 通知)
普通電腦科
第二階段停課不停學
請按連結 CL 停課不停學
中國歷史(中一級)
第二份網上功課：魏晉南北朝的分裂
https://forms.gle/F8Ac9PGeGpCymTxi6
綜合科學科
「TLLF 停課不停學-綜合科學科亅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is
設計與科技科
「TLLF 停課不停學-設計與科技科亅專頁
https://sites.google.com/tllf.edu.hk/class-suspension/dt

第二部分︰學生自學資源
1.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系統
本校電子書系統剛完成更新工作，同學可在停課期間，善用時間，透過借閱電子
書增廣知識，曠闊視野，亦可作消閒之用。
同學使用系統時需用新的登入帳戶及密碼，並依以下影片所示程序登入。為推廣
電子書閱讀，於一月、二月及三月份借閱電子圖書數量最多的十位老師及同學，
將獲圖書館禮物一份。
登入電子書系統教學影片：https://youtu.be/218qE0-HFRQ（播放時請選用全螢
幕）

2. 學生獎勵計劃：不同學習領域的遊戲化挑戰激發學習動機
a.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適用於第二、三、四學習階段）
b. TVNews 獎勵計劃（適用於第二、三、四學習階段）
c. 十分科學（適用於第二學習階段）
d.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適用於第三、四學習階段）
e. 創作獎勵計劃（適用於所有學習階段）
f.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適用於所有學習階段）

g. 閱讀挑戰計劃（適用於所有學習階段）
3. 知文識趣：提供 300+遊戲及練習的中文自學遊戲平台
4. English Campus：每週更新遊戲及短片的遊戲化英文自學平台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20 年 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