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一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 

發出日期：18/11/2019(一) 上午 11:00         完成日期：20/11/2019(三) 上午 9:00或之前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步驟可參考附加的文件 

學生網上遞交功課方法： 
1. 下載 Google Classroom的功課，完成功課後再在 Google Classroom上傳； 
2. 另一個簡單的方法，學生不用下載文件，直接將功課完成在練習簿或單行紙上，完成後拍照上載
回 Google Classroom即可。 
中一級 課題 功課數目及項目 完成時間 負責老師 
中國語文 「智愛中文」網上閲讀及練習 

http://www.i-learner.com.hk/chinese 

完成 15/11及
18/11練習 

30分鐘 郭慧磯老師 

英國語文 Nature & Environment 1份，剪報練習 30分鐘 凌嘉敏老師 
數學 百分法 (由科任老師選取需完成題目) 總複習 4 30分鐘 關建基老師 
綜合科學 第六章<物質的粒子觀> 工作紙 1份 30分鐘 羅嘉祥老師 
普通話 e-class功課：中一漢語拼音輸入法 

l e-class/網上教室 S019 -普通話/評估工具 
l 登入的方式可參看附件：中一至中三 eClass普通話
科網上練習.pdf 

l 11-11-2019 (09:00)至 4-12-2019 (23:00) 
l 學生只能做練習一次 
l 在結束日期後才批改題目 
l 此網上練習佔平時分 5分，並視為功課 
l 欠交者將計算欠交功課記錄一次，該功課得零分。 

30分鐘 郭慧磯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二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 

發出日期：18/11/2019(一) 上午 11:00         完成日期：20/11/2019(三) 上午 9:00或之前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步驟可參考附加的文件 

學生網上遞交功課方法： 
1. 下載 Google Classroom的功課，完成功課後再在 Google Classroom上傳； 
2. 另一個簡單的方法，學生不用下載文件，直接將功課完成在練習簿或單行紙上，完成後拍照上載
回 Google Classroom即可。 
中二級 課題 功課數目及項目 完成時間 負責老師 
中國語文 古典名篇選讀 周處除三害(P.78-P.80)、

三人成虎(P.81-83) 
30分鐘 關慧珊老師 

英國語文 Reflection Questions 
about Class Reader 

1份，寫作 30分鐘 余凱基老師 

數學 續統計圖表(第六課書) P.26-27(即時練習 6.5) 
P.38(即時練習 6.7) 

30分鐘 梁佩賢老師 
黃錦輝老師 

綜合科學 生物與空氣(7.1至 7.3)  工作纸 1份 
是非題，選擇題及問答題 

30分鐘 馮健恒老師 

普通話 e-class功課：中二漢語拼音輸入法 
l e-class/網上教室 S019 -普通話/評估工具 
l 登入的方式可參看附件：中一至中三 eClass普通
話科網上練習.pdf 

l 11-11-2019 (09:00)至 4-12-2019 (23:00) 
l 學生只能做練習一次 
l 在結束日期後才批改題目 
l 此網上練習佔平時分 5分，並視為功課 
l 欠交者將計算欠交功課記錄一次，該功課得零分。 

30分鐘 郭慧磯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三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 

發出日期：18/11/2019(一) 上午 11:00         完成日期：20/11/2019(三) 上午 9:00或之前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步驟可參考附加的文件 

學生網上遞交功課方法： 
1. 下載 Google Classroom的功課，完成功課後再在 Google Classroom上傳； 
2. 另一個簡單的方法，學生不用下載文件，直接將功課完成在練習簿或單行紙上，完成後拍照上載
回 Google Classroom即可。 
中三級 課題 功課數目及項目 完成時間 負責老師 
中國語文 3A作文《令我改變》 

3B/3C/3D「閱讀理解三」 
3A作文 

3BCD工作紙 
60分鐘 羅慧顔老師 

英國語文 Grammar: Subject-verb 
Agreement 

1份，文法練習 30分鐘 陳文潔老師 

數學 第四課書 
三角形的一些特殊線和中心 

總複習 #2-9和
p.33-34 (MC) 

45分鐘 黃錦輝老師 

普通話 e-class功課：中三漢語拼音輸入法 
l e-class/網上教室 S019 -普通話/評估工具 
l 登入的方式可參看附件：中一至中三 eClass普通
話科網上練習.pdf 

l 11-11-2019 (09:00)至 4-12-2019 (23:00) 
l 學生只能做練習一次 
l 在結束日期後才批改題目 
l 此網上練習佔平時分 5分，並視為功課 
l 欠交者將計算欠交功課記錄一次，該功課得零分。 

30分鐘 郭慧磯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四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 

發出日期：18/11/2019(一) 上午 11:00         完成日期：20/11/2019(三) 上午 9:00或之前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步驟可參考附加的文件 

學生網上遞交功課方法： 
1. 下載 Google Classroom的功課，完成功課後再在 Google Classroom上傳； 
2. 另一個簡單的方法，學生不用下載文件，直接將功課完成在練習簿或單行紙上，完成後拍照上載
回 Google Classroom即可。 
中四級 課題 功課數目及項目 完成時間 負責老師 
中國語文 我在…之中找到快樂 作文一篇 90分鐘 葉俊梅老師 
英國語文 Grammar: Prepositions 1份，文法練習 45分鐘 陳穎珊老師 
數學 數系與一元二次方程 工作紙 1份 45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漫畫練習題 1題(共 4分) 20分鐘 莫舒朗老師 
中國歷史 洋務運動 論述題 (25分) 60分鐘 陳少茵老師 
歷史 一戰後之國際安排 歷史資料題 1題 45分鐘 曾愛儀老師 
地理 河流 1題結構式問題 SQ 30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第五課: 生產要素 工作紙 1份 40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編製財務報表 3題計數的長答題 90分鐘 林玲老師 
物理 熱學(一) 工作紙 1份 

選擇及短答題 
30分鐘 馮健恒老師 

化學 第十一課:金屬的活性 工作紙 1份 30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人的營養  1A冊第六課 p.35, 

Q10&Q11 
15分鐘 余志雄老師 

資通 試算表-統計函數 工作紙及電腦習作各 1份 45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名家自畫像比較 工作紙 1份 30分鐘 劉慧琼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五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 

發出日期：18/11/2019(一) 上午 11:00         完成日期：20/11/2019(三) 上午 9:00或之前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步驟可參考附加的文件 

學生網上遞交功課方法： 
1. 下載 Google Classroom的功課，完成功課後再在 Google Classroom上傳； 
2. 另一個簡單的方法，學生不用下載文件，直接將功課完成在練習簿或單行紙上，完成後拍照上載
回 Google Classroom即可。 
中五級 課題 功課數目及項目 完成時間 負責老師 
中國語文 《友誼》 作文 1份 90分鐘 林耀紅老師 
英國語文 SBA reflection 1份，寫作(短文) 45 分鐘 郭淑欣老師 
數學 排列與組合 工作纸 1份 35分鐘 魏力老師 
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 延伸回應題(a)題  

(共 10分) 
50分鐘 曾愛儀老師 

中國歷史 時代知識份子 梁啓超史學思想 
論述題大綱 

35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歐洲經濟統合 論述題大綱 1題 45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熱帶雨林 1題結構式問題 SQ 30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第十七課: 總需求和總供應 工作紙 1份 40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編製財務報表及 

計算會計比率 
一題計算長答題 60分鐘 王志偉老師 

物理 波動(一) 工作纸 1份 
選擇及短答題 

30分鐘 馮健恒老師 

化學 第三十三課: 化學反應中的
能量變化 

工作紙 1份 30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第二十章 （生態學） 工作紙一份 35分鐘 凌施茵老師 
資通 網頁製作—Weebly 建網  電腦習作 1份 45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設計評賞 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陳杏宜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六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 

發出日期：18/11/2019(一) 上午 11:00         完成日期：20/11/2019(三) 上午 9:00或之前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步驟可參考附加的文件 

學生網上遞交功課方法： 
1. 下載 Google Classroom的功課，完成功課後再在 Google Classroom上傳； 
2. 另一個簡單的方法，學生不用下載文件，直接將功課完成在練習簿或單行紙上，完成後拍照上載
回 Google Classroom即可。 
中六級 課題 功課數目及項目 完成時間 負責老師 
中國語文 中文科作文練習 作文一篇 90分鐘 劉小慧老師 
英國語文 DSE Preparation 1份，寫作(短文) 45分鐘 郭美玲老師 
數學 備戰測驗複習 3 (第 1-30題) 多項選擇題 30題 45分鐘 鄭佩珊老師 
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能源科技與環境 延伸回應題(a)部 

(共 8分) 
30分鐘 李智恒老師 

中國歷史 明代君主集權及建國後之統治 歷史資料題 
(40分) 

60 分鐘 陳少茵老師 

歷史 一戰後之歐洲發展 歷史資料題 1題 
(2017DSE試題) 

40分鐘 曾愛儀老師 

地理 工業區位的轉變 短文章式問題 30分鐘 陳栢威老師 
經濟 第二十六課: 壟斷定價 工作紙 1份 40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商業管理 2題個案分析 

2份閲讀報章 
45分鐘 
20分鐘 

林玲老師 

物理 人類視覺和光纖內窺鏡學  問答題 3條 30分鐘 陳詠恩老師 
化學 第八課: 分析化學 工作紙 1份 30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E1 第三章及第六章 工作紙一份 35 分鐘 凌施茵老師 
資通 核心模組：資訊處理及演 多項選擇題 30題 30 分鐘 陳漢源老師 
視藝 SBA作品集 作品集一份 45分鐘 劉慧琼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