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信會永隆中學 

延長假期中一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九期) 
發出日期：30/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5/4/2020(日) 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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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遊雜記》
閲讀札記 

選文檔案一個、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郭慧磯老師 

英國語文 閱讀及寫作 (1)先觀看教學短片，然後完成作文(Article on 
Healthy Tips) 

(2)觀看教學短片 Our World of Wonders Ch.8，然後
閲讀課本，完成工作紙一份 

60
分鐘 

何永超老師 

數學 
(1A班) 

與相交線 
相關的角 

(1) 參閱「 棱柱練習 2_參考答案.pdf 」，核對第 8
期的功課。 

(2) 觀看「 11_1A直線上的鄰角.mp4 」，學習並完
成「 與相交線相關的角_筆記 1.pdf 」第 1頁。 

(3) 觀看「 11_1B同頂角.mp4 」，學習並完成「 與
相交線相關的角_筆記 1.pdf 」第 2頁。 

(4) 觀看「 11_1C對頂角.mp4 」，學習並完成「 與
相交線相關的角_筆記 1.pdf 」第 3頁。 

(5) 自行完成「 與相交線相關的角_練習 1.pdf 」
(練習 11A：1至 18)。緊記對答案、做改正。 

45
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B班) 

與相交線 
相關的角 

書：總複習 11(2-9) 30
分鐘 

容志恒老師 

數學 

(1C班) 

與相交線 

相關的角 

(1) 參閱「 棱柱練習 2_參考答案.pdf 」，核對第 8

期的功課。 

(2) 觀看「 11_1A直線上的鄰角.mp4 」，學習並完
成「 與相交線相關的角_筆記 1.pdf 」第 1頁。 

(3) 觀看「 11_1B同頂角.mp4 」，學習並完成「 與
相交線相關的角_筆記 1.pdf 」第 2頁。 

(4) 觀看「 11_1C對頂角.mp4 」，學習並完成「 與
相交線相關的角_筆記 1.pdf 」第 3頁。 

(5) 自行完成「 與相交線相關的角_練習 1.pdf 」
(練習 11A：1至 18)。緊記對答案、做改正。 

45

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D班) 

 11.1C_與相
交線相關的角 

工作紙一份(共 7題)及教學影片(兩段) 30
分鐘  

 魏力老師 

科學 5.5 能源 參考簡報並觀看教學影片一段，完成工作紙一份 60
分鐘 

王志偉老師 

地理 3.6  科學化
耕作的壞影響 

簡報一個、短片一段及工作紙一份 30
分鐘 

陳栢威老師 

電腦 Office 365 根據四段短片及一份筆記內容，完成一份 Word 功
課，並將功課與科任老師「共用」。 

30
分鐘 

陳漢源老師 

普通話 歇後語 
（一）（二） 

教學短片兩段、工作紙一份 20
分鐘 

郭慧磯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延長假期中二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九期) 

發出日期：30/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5/4/2020(日) 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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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六  

借物抒情- 

《醜石》 

教學短片一段、課文、google form

工作紙一份 

40分鐘 關慧珊老師 

英國語文 英文詞彙、 

文法運用 

網上練習一份 （Google Form）、詞

彙工作紙一張 (附錄音） 

40分鐘 凌嘉敏老師 

數學 三角比(邊長) 先觀看一段影片，然後完成工作紙一

份 

25分鐘 梁佩賢老師 

科學 <8.4電壓>  

<8.5電阻> 

語音講解簡報兩個、實驗短片四段、

工作紙一份 

40分鐘 凌施茵老師 

通識教育 香港的經濟發展

及面對的挑戰

(下) 

教學短片三段、筆記一份 45分鐘 關朝銘老師 

中國歷史 宋代外患嚴重 教學短片、工作紙 30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文藝復興的反思 教學錄音、筆記三份、習作一份 30分鐘 黃寶珠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延長假期中三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九期) 

發出日期：30/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5/4/2020(日) 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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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教學短片一段、簡報一個、工作紙一份 20分鐘 劉小慧老師 

英國語文 聆聽 聆聽練習及錄音檔 25分鐘 陳文潔老師 

數學 第 8章:直線

的坐標幾何

(平行線、垂

直線） 

教學短片兩段、工作紙一份、google 

form 一份 

30分鐘 黃錦輝老師 

物理 第 13課  

比潛熱 

教學錄音一段、筆記一份、工作紙一份 30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週期表(二) 課文簡報一份、教學短片兩段、工作紙

一份 

40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6.3  

食物的消化 

語音講解簡報一個、實驗短片一段、模

擬動畫兩段、工作紙一份 

30分鐘 凌施茵老師 

電腦 Python 程式

語言〔二〕 

先觀看教學影片，根據工作紙上傳一個

程式檔案 

30分鐘 陳漢源老師 

普通話 第 4-5課  

粵普對譯  

工作紙一份 20分鐘 黃艷萍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延長假期中四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九期) 

發出日期：30/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5/4/2020(日) 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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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知識 教學短片一段、工作紙一份   30 分鐘 林海麗老師 

英國語文 說話 兩份說話試題，繳交討論題

目內容及錄音各兩份 

30 分鐘 高恵芳老師 

數學 對數函數的定義及

運算法則 

工作紙一份及四段教學影片 45 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 

（舊區重建） 

教學短片一段、題型解說筆

記一份 

45 分鐘 莫舒朗老師 

中國歷史 民初政局 教學短片一段、影片兩段、

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陳少茵老師 

歷史  希特拉的冒起 影片一段、工作紙一份 60 分鐘  曾愛儀老師  

地理 動態地球(二) 教學短片一段、工作紙一份 40 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配額 教學短片一段、簡報一個、

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營商環境：企業擁

有權的類型(二) 

閲讀材料一份、敎學錄音兩

段、電腦簡報一個、工作紙

一份 

45 分鐘 林玲老師 

物理 圓周運動的簡介 教學錄音一段、簡報一個、

筆記一份、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有關容量分析的 

計算(二) 

課文簡報兩份、教學短片兩

段、工作紙一份 

40 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人體的運動 教學短片 2段、工作紙一份 30 分鐘 余志雄老師 

資通 互聯網及其應用 觀看一段教學短片，再完成

《第十六章—建網及互聯網

基本知識》工作紙(p.5-6) 

及 Ch.16書本課後練習

(p.207-211) 

60 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由平面到立體(二) 教學短片、黏土創作 180 分鐘 劉慧琼老師 

數學 M2 續三角函數 

(恆等式證明) 

工作紙一份及三段影片 45 分鐘 黃志聖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延長假期中五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九期) 

發出日期：30/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5/4/2020(日) 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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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習荀子<勸學> 文字描述一份、短片兩段、工作

紙一份 

60分鐘 林耀紅老師 

英國語文 預備校本評核 

(個人短講) 

筆記一份、短片兩段 45分鐘 郭淑欣老師 

數學 

(5C 組) 

6.4 代換積分法  p.24 習題 6C  

(10-14,20,22,24,26,34,38. 

Bonus: 42,48) 、教學影片(三

段) 

60分鐘 魏力老師 

數學 

(其他組別) 

圓方程一般式 

（多項選擇題） 

多項選擇題及教學影片一份 30分鐘 張東慧老師 

通識教育 防疫新措施- 

社交限制 

影片及剪報練習 60分鐘  曾愛儀老師  

中國歷史 先秦學術思想 教學短片及論述題 60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在家測驗 教學錄音、筆記、簡報、題目

(資料題) 

40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氣候變化(二) 教學短片一段、工作紙一份 40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貨幣政策 教學短片一段、簡報一個、工作

紙一份                                       

30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市場營銷策略(二) 教學短片兩段、簡報一個、重點

筆記一份、個案研究題工作紙一

份 

90分鐘 王志偉老師 

物理 電流的磁場 教學錄音一段、簡報一個、筆記

一份、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勒沙得利爾原理及

化學平衡在工業上

的應用 

課文簡報一份、教學短片兩段、

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健康與疾病  

(第 23-25 章： 

總結及試題分析) 

語音講解簡報一個、工作紙一份 60分鐘 凌施茵老師 

資通 算法測試 觀看三段教學短片，再完成《核

心單元第廿四章—算法測試》書

本課後練習(p.104-110) 

60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視覺日記 教學短片、簡報、以圖像形式，

記錄日常生活的眾生相（2份） 

40分鐘 陳杏宜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