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信會永隆中學 

延長假期中一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五期) 
發出日期：2/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8/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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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班) 

古典名篇與 

溫習工作紙 

1. 古典名篇選讀_《十五從軍征》 

2. 聆聽《燕詩》和《二子學弈》的示範朗讀，並核

對該兩課工作紙答案，然後溫習一遍。 

60 

分鐘 

郭慧磯老師 

中國語文 

(1B班) 

古典名篇與 

溫習工作紙 

1. 古典名篇選讀_《長歌行》、《十五從軍征》 

2. 核對《燕詩》、《二子學弈》答案，然後溫習一

遍。 

80 

分鐘 

李鳳欣老師 

中國語文 

(1C班) 

古典名篇與 

溫習工作紙 

1. 古典名篇選讀_《長歌行》、《十五從軍征》 

2. 核對《燕詩》、《二子學弈》答案，然後溫習一

遍。 

80 

分鐘 

李鳳欣老師 

中國語文 

(1D班) 

古典名篇與 

溫習工作紙 

1. 古典名篇選讀_《涼州詞》 

2. 聆聽《燕詩》和《二子學弈》的示範朗讀，並核

對該兩課工作紙答案，然後溫習一遍。 

60 

分鐘 

郭慧磯老師 

英國語文 閱讀及寫作 1. 閲讀 WW Unit 1-4，完成小測一份 (需於

3/3(二)下午 11:59前完成) 

2. 觀看 Email Writing教學短片，然後閲讀筆記，

並完成寫作大綱及短文。 

80 

分鐘 

何永超老師 

數學 

(1A班) 

簡單多邊形 

面積 

(1) 瀏覽「 練習 8A簡單多邊形面積_步驟答

案.pdf 」，核對第四期網上功課的步驟和答案 

(2) 觀看「第八章筆記第 3頁.mp4」教學短片，學

習並完成第八章筆記第 3頁的內容。 

(3) 完成第八章課本練習 8A (13至 17，即時練習

8.4)。 

30 

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B班) 

面積及體積

（一） 

Ex8B (1-6,10-13) 30 

分鐘 

容志恒老師 

數學 

(1C班) 

簡單多邊形面

積 

(1) 瀏覽「 練習 8A簡單多邊形面積_步驟答

案.pdf 」，核對第四期網上功課的步驟和答案 

(2) 觀看「第八章筆記第 3頁.mp4」教學短片，學

習並完成第八章筆記第 3頁的內容。 

(3) 完成第八章課本練習 8A (13至 17，即時練習

8.4)。 

30 

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D班) 

8.2 AB:  

棱柱的體積_1 

工作紙及教學短片兩段 

 

30 

分鐘 

魏力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延長假期中二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五期) 

發出日期：2/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8/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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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短講 觀看一段教學短片，完成說話工作

紙及上載一段說話錄音 

30分鐘 關慧珊老師 

英國語文 文法練習 教學短片一段、筆記一份及工作紙

一份 

45分鐘 陳穎珊老師 

數學 與直線圖形

相關的角 

先觀看三段影片，然後完成工作紙

一份 

45分鐘 梁佩賢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延長假期中三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五期) 

發出日期：2/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8/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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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訓練 教學短片一段、簡報一個及筆記指

引一份，撰寫一份講稿及上載兩分

鐘個人短講錄音 

15分鐘 羅慧顔老師 

英國語文 個人短講 上載兩分鐘個人短講錄音 15分鐘 陳文潔老師 

數學 面積興體積 

(度量公式) 

教學短片一段、google form 工作

紙一份 

30分鐘 黃錦輝老師 

普通話 

3A及 3B班  

第五課 

《少數民族

風情畫》 

聆聽精進練習工作紙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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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發出日期：2/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8/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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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 觀看影片，寫作短文一篇 40分鐘 葉俊梅老師 

英國語文 作文 觀看一段影片，閱讀筆記，及

完成作文一篇 

60分鐘 何永超老師 

數學 指數函數(一) 工作紙一份及三段教學影片 45分鐘 黃志聖老師 

數學 M2 兩倍角公式 工作紙一份及一段教學影片 45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空氣污染) 議題工作紙一份、短片一段 45分鐘 莫舒朗老師 

中國歷史 晚清新政 筆記及歷史資料題 45分鐘 陳少茵老師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 

西班牙流感 剪報練習  

45分鐘 曾愛儀老師 

地理 海岸管理總結練習

(一） 

一段個案短片及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供應價格彈性 簡報一個、短片一段及工作紙

一份 

45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管理導論： 

主要商業功能 

敎學錄音三段、電腦簡報一

個、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林玲老師 

物理 動量守恆 教學錄音一段、簡報一個、筆

記一份、工作紙一份

(Word/PDF) 

45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鹽和中和作用 簡報、實驗短片和工作紙一份 40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人的生殖 教學短片六段、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余志雄老師 

資通 輔助存貯設備 觀看兩段教學短片，再完成

《第十三章—輔助存貯設備》

工作紙(p.1-3) 及 

Ch.13書本課後練習(p.85-89) 

60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印象派畫家 簡報、教學錄音和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劉慧琼老師 

 

 

  



浸信會永隆中學 

延長假期中五級 Google Classroom(GC)網上功課清單(第五期) 

發出日期：2/3/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8/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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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習<師說> 

<詞三首> 

短片四段及工作紙一份 60分鐘 林耀紅老師 

英國語文 說話訓練 教學短片一段、題目一份、繳

交錄音或錄像三段 

30分鐘 李佩茜老師 

數學 

(5C 組) 

7.3C 圓的切線方程 p.51 補充練習 7 ( 37，39，

41，48，51，Bonus：52，

54）及教學短片兩段 

45分鐘 魏力老師 

數學 

(其他組別) 

圓方程一般式 工作紙一份及四段教學影片 45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公共衛生-口罩荒 剪報練習 60分鐘 曾愛儀老師 

中國歷史 時代知識份子— 

孔子 

教學短片與一題論述題 60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香港與亞太地區的

關係 

教學錄音一段、簡報一個、筆

記一份及工作紙一份 

60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對抗饑荒總結 

練習(一） 

一段個案短片及工作紙一份 30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徵稅原則及 

稅項分類 

簡報一個、短片一段及工作紙

兩份 

45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消費者行為 教學短片一段、簡報及重點筆

記一份及個案研究一題 

90分鐘 王志偉老師 

物理 伏特計和電阻 教學錄音一段、簡報一個、筆

記一份及工作紙一份

(Word/PDF) 

45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從坐標圖求出一個

反應的平衡常數 

簡報、實驗短片和工作紙一份 40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非傳染病和 

疾病的預防 

教學短片一段、簡報一份、筆

記一份及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凌施茵老師 

資通 算法設計 觀看兩段教學短片，再完成

《核心單元第廿二章—算法設

計 (一) 》工作紙 p.4-6 及

Ch.22書本課後練習(p.43-47) 

60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繪畫／設計 教學短片、範例及藝術評賞 60分鐘 陳杏宜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