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信會永隆中學 

農曆新年延長假期中一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三期) 

發出日期：18/2/2020(二)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21/2/202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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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閲讀札記與 

網上練習 

1. 《生之頌》閲讀札記 

2. 智愛中文 18/2至 21/2的網上練

習 

60分鐘 郭慧磯老師 

英國語文 文法和閱讀 1. 先觀看教學短片，然後完成

Grammar Book Unit 1 Countable & 

Uncountable Nouns P. 1-6  

2. 觀看短片介紹WW Unit 3，閲讀

WW Unit 3，完成工作紙一份 

60 分鐘 何永超老師 

數學 (1A班) 簡單多邊形面積 第八章筆記第 1至 2頁 30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B班) 簡單多邊形面積 數學書 Ex8A_P.11(1~6) 30分鐘 容志恒老師 

數學 (1C班) 簡單多邊形面積 第八章筆記第 1至 2頁 30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D班) 簡單多邊形面積 工作紙一份及學習短片 45分鐘 魏力老師 

綜合科學 3.5生物多樣性

的減少及 3.6保

育 

先參考<3.5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及 3.6

保育>簡報及觀看短片，完成工作紙

的題目 

45分鐘 王志偉老師 

通識 朋輩關係 導學案 15分鐘 彭芷蕙老師 

中國歷史 春秋戰國 1. 先聽歷史廣播劇(大約 25分鐘)  

2. 創作歷史漫畫或製作雜誌封面 

45分鐘 陳少茵老師 

歷史 四大民系 1.先聽錄音 2.看簡報 (PowerPoint)  

3.收睇大約 23分鐘片段  

4.完成習作一份 

45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1.7怎樣解決 

香港的城市問題 

簡報、工作紙 30分鐘 陳栢威老師 

電腦 電腦系統 電腦系統工作紙 45分鐘 黃幹文老師 

普通話 《丟三落四》 第五課《丟三落四》聆聽精進練習 30分鐘 郭慧磯老師 

輸入法 漢語拼音輸入法網上練習二 (#在 e-

class/網上教室做練習,請參看附件) 

30分鐘 

普通話 e-class功課:中一至中三級漢語拼音輸入法網上練習二 

 上載於 e-class/網上教室 S019 -普通話/評估工具 

 登入的方式可參看附件:中一至中三登入 eClass 普通話科網上

練習_指引.pdf 

 完成時限:11-02-2020 (00:00)至 28-02-2020 (23:00) 

 此網上練習佔平時分 5 分, 並視為功課 

 欠交者將計算欠交功課記錄一次, 該功課得零分。 



浸信會永隆中學 

農曆新年延長假期中二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三期) 

發出日期：18/2/2020(二)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21/2/202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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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物描寫 1. 短寫一篇 

2. 智愛中文網上練習

(17/2、19/2) 

40分鐘 關慧珊老師 

英國語文 聆聽, 閲讀和寫作 影片一段及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余凱基老師 

數學 有理數與無理數 先觀看兩段影片, 然後完成

工作紙一份 

30分鐘 梁佩賢老師 

綜合科學 9.3中和作用 作業工作紙一份 30分鐘 余志雄老師 

通識 人口老化 資料回應題一題 30分鐘 陳詠恩老師 

中國歷史 宋代風雲人物 簡報及工作紙 45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文藝復興 1. 聽錄音簡介  

2. 看筆記  

3. 看短片：「最後的晚餐」

4. 做習作一份 

50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2.3 我們目前使用的

能源還有甚麼問題? 

簡報、工作紙、延伸閱讀工

作紙 

50分鐘 莫舒朗老師 

電腦 micro:bit micro:bit工作紙 30分鐘 陳漢源老師 

普通話 《妙聯趣話》 第五課《妙聯趣話》聆聽精

進練習 

30分鐘 李拉結老師 

輸入法 漢語拼音輸入法網上練習二 

(#在 e-class/網上教室做練

習,請參看附件) 

30分鐘 郭慧磯老師 

普通話 e-class功課: 中一至中三級漢語拼音輸入法網上練習二  

 上載於 e-class/網上教室 S019 -普通話/評估工具  

 登入的方式可參看附件:中一至中三登入 eClass 普通話科

網上練習_指引.pdf  

 完成時限:11-02-2020 (00:00)至 28-02-2020 (23:00)  

 此網上練習佔平時分 5 分, 並視為功課  

 欠交者將計算欠交功課記錄一次, 該功課得零分。 

 

  



浸信會永隆中學 

農曆新年延長假期中三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三期) 

發出日期：18/2/2020(二)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21/2/202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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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文:通告 觀看教學短片，然後閱

讀筆記，完成寫作 

30分鐘 羅慧顔老師 

英國語文 閱讀 完成 TSA-2018-ER1練習 35分鐘 陳文潔老師 

數學 面積興體積 —  

球體體積 1 

觀看 3段短片，然後完

成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黃錦輝老師 

中國歷史 國共關係 觀看電影後完成工作紙 45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戰時生活 影片及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曾愛儀老師 

地理 氣候變化的影響(個案) 觀看兩段個案短片，閱

讀資料檔內簡報 (內附問

題) 

45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均衡價格和產出 工作紙一份 25分鐘 黎小鸞老師 

通識 文化全球化 工作紙一份 25分鐘 余志雄老師 

物理 冷卻曲線 工作紙一份 20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原子結構 簡報、短片及工作紙一

份 

25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物質穿越細胞膜的活動

(3.2 A,B) 

工作紙一份 25分鐘 凌施茵老師 

電腦 MIT App Inventor MIT App Inventor 

Worksheet 4 

20分鐘 陳漢源老師 

普通話 《少數民族風情畫》 第五課《少數民族風情

畫》聆聽精進練習 

30分鐘 郭慧磯老師 

輸入法 漢語拼音輸入法網上練

習二 (#在 e-class/網上教

室做練習,請參看附件) 

30分鐘 郭慧磯老師 

普通話 e-class功課:中一至中三級漢語拼音輸入法網上練習二 

 上載於 e-class/網上教室 S019 -普通話/評估工具  

 登入的方式可參看附件:中一至中三登入 eClass 普通話科

網上練習_指引.pdf  

 完成時限:11-02-2020 (00:00)至 28-02-2020 (23:00)  

 此網上練習佔平時分 5 分, 並視為功課  

 欠交者將計算欠交功課記錄一次, 該功課得零分。 

 

  



浸信會永隆中學 

農曆新年延長假期中四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三期) 

發出日期：18/2/2020(二)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21/2/202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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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 觀看影片，寫作短文《錯過》 40分鐘 葉俊梅老師 

英國語文 閱讀 完成四個閱讀練習 45分鐘 高惠芳老師 

數學 直線方程 工作紙一份(兩線的交點)及 

一段教學影片 

45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新型冠狀病毒 剪報練習及漫畫題練習(自主學

習功課) 

35分鐘 莫舒朗老師 

中國歷史 革命運動 電影賞析(約 2小時) 及 工作紙 30分鐘 陳少茵老師 

歷史 經濟大衰退下的

美國人生活 

影片及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曾愛儀老師 

地理 海岸管理 3 觀看兩段個案短片、閱讀個案

資料檔(內附題目兩題) 

45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影響需求彈性的

因素 

工作紙一份 35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管理功能 問答題五題 30分鐘 林玲老師 

物理 功/動能/勢能 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酸和鹼及 pH值 簡報、短片和工作紙一份 30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細胞週期和分裂 課後自我評核工作紙一份 40分鐘 余志雄老師 

資通 輸入和輸出設備 《第十二章—輸入和輸出設

備》工作紙(p.1-2) 及 Ch.11書

本課後練習-概念圖,多項選擇題,

短題目(p.28-32) 

60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人物表情(一) 素描 40分鐘 劉慧琼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農曆新年延長假期中五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三期) 

發出日期：18/2/2020(二)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21/2/202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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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一) 錄音檔三個、文字檔三個、簡

報一個 

60分鐘 林耀紅老師 

英國語文 聆聽練習 聆聽練習一份(連錄音檔) 35分鐘 李佩茜老師 

數學 

(5C組) 

圓方程：7.2 練習 7B (5,6,9,12-17,  

Bonus: 18,19) 及一段教學影片 

60分鐘 魏力老師 

數學 

(其他組別) 

變分 工作紙一份(變分的日常生活

應用)及一段教學影片 

45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疫苗爭議 剪報練習 60分鐘 曾愛儀老師 

中國歷史 孔子 觀看電影後完成工作紙 145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香港文化承傳 1. 聽錄音簡介  

2. 看筆記  

3. 做習作一份 

45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現代化農業科技

3 

觀看教學簡報短片及完成一份

工作紙 

40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貨幣數量論 工作紙一份 35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市場營銷的角色 觀看教學短片及完成重點筆記 60分鐘 王志偉老師 

物理 電路(一) 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化學平衡 簡報、工作紙上連結短片及工

作紙一份 

35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光合作用 工作紙一份 

(論述題及實驗設計) 

45分鐘 凌施茵老師 

資通 解決問題的過程 《核心單元第廿一章-解決問

題的過程》工作紙(p.4-5) 及 

Ch.21書本課後練習-概念圖,多

項選擇題,短題目,長題目 

(p.16-20) 

60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視覺日記 以圖像形式，記錄日常生活瑣

事、一些印象深刻的的情景或

個人感受。（3份） 

60分鐘 陳杏宜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