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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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發出日期：24/2/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1/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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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名篇與 
網上練習 

1.古典名篇選讀_論學（一）及（二） 
2.智愛中文 25/2至 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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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Quantity Words P.9-13  

2. 觀看 WW Unit 4教學短片，然後閲讀 WW 
Unit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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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觀看三段教學短片，核對「 第八章筆記
第 1至 2頁.pdf 」的步驟和答案。  

2. 完成第八章課本練習 8A (4至 12，18
至 19，28至 29)。 

30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B班) 

面積和體積
(一) 

書 Ex8A(7-12) 30分鐘 容志恒老師 

數學  
(1C班) 

簡單多邊形 
面積 

1. 觀看三段教學短片，核對「 第八章筆記
第 1至 2頁.pdf 」的步驟和答案。  

2. 完成第八章課本練習 8A (4至 12，18
至 19，28至 29)。 

30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D班) 

簡單多邊形
面積 

工作紙一份(10條題目)及教學影片(兩段) 45分鐘 魏力老師 

綜合科學 2.1-水循環
2.2-溶解 

先參考「2.1-水循環」和「2.2-溶解」的簡
報及觀看實驗短片，然後完成工作紙的題目 

45分鐘 羅嘉祥老師 

通識 男女有別 工作紙一份 30分鐘 彭芷蕙老師 

中國歷史 秦國崛起 先觀看影片(36分鐘)，然後完成工作紙。 45分鐘 陳少茵老師 

歷史 圍村 1. 聽錄音 2. 閱讀筆記 3. 做習作 30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1.8 我們的
城市可以變
得更好嗎 

簡報及工作紙一份 30分鐘 陳栢威老師 

電腦 試算表
Excel 

先觀看兩段教學短片，然後完成試算表
Excel(一)工作紙及任務。 

45分鐘 黃幹文老師 

普通話 朗誦短文
「迪士尼車

站」 

1. 聆聽朗誦短文「迪士尼車站」的示範錄
音檔。 
2. 跟讀幾遍後，自行錄音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30分鐘 郭慧磯老師 

輸入法 漢語拼音輸入法網上練習二 (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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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發出日期：24/2/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1/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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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名篇與 

網上練習 

1. 金縷衣（P.66-67) 

2. 智愛中文網上練習

（24/2、26/2) 

40 分鐘 關慧珊老師 

英國語文 圖書閲讀和 

影片觀賞 

工作紙一份、閲讀材料一份

及影片一段 

60 分鐘 余凱基老師 

數學 根式運算 先觀看三段影片，然後完成

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梁佩賢老師 

綜合科學 9.4 酸的腐蝕性 工作紙一份 40 分鐘 凌施茵老師 

通識 生活素質 

(文化範疇) 

筆記一份 40 分鐘 陳詠恩老師 

中國歷史 宋代建國  影片一段及工作紙一份 30 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文藝復興 1. 聽錄音 2. 閱讀筆記  

3. 做習作 

40 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2.4 我們還有 

其他選擇嗎? 

簡報、工作紙兩份 45 分鐘 莫舒朗老師 

電腦 micro:bit micro:bit 工作紙二 30 分鐘 陳漢源老師 

普通話 朗誦短文 

「可樂的發明」 

1. 聆聽朗誦短文「可樂的發

明」的示範錄音檔。 

2. 跟讀幾遍後，自行錄音上

載到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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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發出日期：24/2/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1/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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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寫作 

《雨過天晴》 

教學短片、教學簡報、原稿

紙及寫作筆記 

75 分鐘 羅慧顏老師 

英國語文  閲讀 News-cutting exercise 30 分鐘 陳文潔老師 

數學 面積與體積 教學短片兩段、工作紙一份

及 google form 短答題一份 

45 分鐘 黃錦輝老師 

中國歷史  西安事變 教學短片一段、工作紙一份 30 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一戰人民生活反思 教學簡報及創作題 30 分鐘 曾愛儀老師 

地理 氣候變化的影響

(上) 

教學短片、個案短片及剪報

資料及工作紙一份 

40 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需求量改變與 

需求改變的比較 

工作紙一份 35 分鐘 黎小鸞老師 

通識 文化全球化 工作紙一份 40 分鐘 余志雄老師 

物理 冷卻曲線實驗 工作紙一份 30 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相對原子質量和核

外電子排布規則 

簡報、工作紙上連結短片和

工作紙一份 

30 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3.2 B-D 滲透、主

動轉運及吞噬作用 

工作紙一份 40 分鐘 凌施茵老師 

電腦 MIT App Inventor MIT App Inventor Worksheet 5 30 分鐘 陳漢源老師 

普通話 朗誦短文 

「瘦就是美?」 

1. 聆聽朗誦短文「瘦就是

美?」的示範錄音檔。 

2. 跟讀幾遍後，自行錄音上

載到 Google Classroom。 

30 分鐘 黃艷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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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發出日期：24/2/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1/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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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觀看影片及指定篇章字詞重溫 35 分鐘 葉俊梅老師 

英國語文 文法 觀看影片，閱讀筆記，完成三

個練習 

60 分鐘 高惠芳老師 

數學 直線與面積 工作紙一份及兩段教學影片 45 分鐘 黃志聖老師 

數學 M2 

 

複角公式 

 

工作紙一份及一段 YouTube 教

學影片 

45 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 

(香港樓價與租金) 

數據題練習 30 分鐘 莫舒朗老師 

中國歷史 八國聯軍 觀看影片及論述題 60 分鐘  陳少茵老師 

歷史 經濟大衰退 教學簡報及創作題 45 分鐘  曾愛儀老師  

地理 海岸管理 4 觀看兩段個案短片，閱讀個案

資料檔(內附題目) 

45 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彈性與總收入之間

的關系 

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管理功能 四題問答題 30 分鐘 林玲老師 

物理 能量轉換及功率 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酸和鹼的強度 簡報、短片和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有花植物的生殖 課後自我評核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余志雄老師 

資通 輸入和輸出設備 先觀看兩段教學短片，然後完

成《第十二章—輸入和輸出設

備》工作紙(p.3-5) 及 

Ch.12 書本課後練習-概念圖,多

項選擇題,短題目(p.58-62)。 

60 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香港口罩的日子 繪畫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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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發出日期：24/2/2020(一) 下午 5:00         完成日期：1/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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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下)5-7 段及 

下款日期 

三個文字檔、一個錄音檔及

一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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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AB p.39 練習 7C (4,7,17-

21,26,27 Bonus: 28) 及教學

影片(兩段) 

60 分鐘 魏力老師 

數學 

(其他組別) 

圓方程 1 工作紙一份及兩段教學影片 45 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基層醫療 筆記整理及漫畫題 60 分鐘 曾愛儀老師 

中國歷史 時代知識份子-孔子 筆記及工作紙(孔子生命線

及打油詩創作) 

40 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中港關係 1. 聽錄音 2. 閱讀筆記  

3. 做習作 

50 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減低饑荒風險 

 

觀看教學短片及完成一份工

作紙 

40 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失業和就業不足 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市場研究 觀看教學短片, 完成重點筆

記及個案研究題 

90 分鐘 王志偉老師 

物理 串聯及並聯電路 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平衡常數 簡報、短片和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第 23 章<傳染病> 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凌施茵老師 

資通 算法設計 先觀看兩段教學短片，然後

完成《核心單元第廿二章—

算法設計 (一) 》工作紙

p.1-3。 

60 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創意思維的方法 簡報及工作紙一份 45 分鐘 陳杏宜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