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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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發出日期：5/2/2020(三)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7/2/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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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與網上

練習 

1. 單元四《燕詩》工作紙  

2. 智愛中文 5/2至 7/2的網上練習 

60分鐘 郭慧磯老師 

英國語文 閱讀與造句 工作紙兩份 

(先觀看短片介紹World of Wonders 

Unit 1，閱讀WW Unit 1後完成工

作紙、英文造句工作紙一份) 

60分鐘 何永超老師 

數學 (1A班) 幾何簡介 第 6章筆記第 4及 5頁練習 30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B班) 幾何簡介 數學書 Ex 6D (9,10,13,14)(用等距

方格） 

30分鐘 容志恒老師 

數學 (1C班) 幾何簡介 第 6章筆記第 4及 5頁練習 30分鐘 關建基老師 

數學 (1D班) 平面圖形 數學書 1A 

練習 6B (6，7，11，15，16，19) 

45分鐘 魏力老師 

綜合科學 生物的分類 工作紙一份 35分鐘 凌施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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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發出日期：5/2/2020(三)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7/2/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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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三 景物描寫 1.〈老區風景〉工作紙  

2. 聆聽練習 

60分鐘 關慧珊老師 

英國語文 圖書閱讀和工作紙 工作紙一份及閲讀材料一份 45分鐘 余凱基老師 

數學 二元一次方程 

(代入消元法) 

先觀看一段影片 ,然後再完

成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梁佩賢老師 

綜合科學 9.1常見的酸和鹼 工作紙一份 30分鐘 馮健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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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發出日期：5/2/2020(三)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7/2/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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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閲讀報告- 

小說《三國演義》 

閱讀報告工作紙一份及 

YouTube短片一個 

100分鐘 羅慧顔老師 

英國語文 Participle as adjectives  工作纸一份  

(三個學習短片、筆記及 

一個 PowerPoint簡報)  

60 mins 陳文潔老師 

數學 面積興體積 工作紙一份及教學短片

一個 

45分鐘 黃錦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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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發出日期：5/2/2020(三)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7/2/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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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五: 議論方法 《師說》工作紙 40分鐘 葉俊梅老師 

英國語文 閱讀 工作紙一份 (新聞剪報) 30分鐘 高惠芳老師 

數學 直線方程兩點式、

點斜式、斜截式 

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 

(貧窮人口) 

剪報練習 35分鐘 莫舒朗老師 

中國歷史 八國聯軍（1） 製作腦圖、評論題練習 90分鐘 陳少茵老師 

歷史 綏靖政策 歷史資料題練習 60分鐘 曾愛儀老師 

地理 海岸管理_1 工作紙一份(學習簡報短片) 30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供需的改變 第 9.3章工作紙 30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會計比率 一題問答題(計算和分析) 20分鐘 林玲老師 

物理 力矩 中四物理工作紙(力矩一) 45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鹼的性質和化學

反應 

工作紙一份 (學習簡報、實驗

短片) 

45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植物的營養和氣

體交換 

第 9課自我評核工作紙 30分鐘 余志雄老師 

資通 電腦系統 《第十一章—電腦系統的系統

組》工作紙 

45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Logo設計及配色 設計(草稿及上色) A4畫紙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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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發出日期：5/2/2020(三) 中午 12:00         完成日期：7/2/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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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理解 工作紙一份(錄音、

題目及閱讀材料) 

75分鐘 林耀紅老師 

英國語文 文法練習(Subject-verb 

Agreement) 

工作紙兩份(一份筆

記及四個學習短片) 

90分鐘 李佩茜老師 

數學 

(5C組) 

變分 工作紙一份 35分鐘 魏力老師 

數學 

(其他組別) 

 

變分 

(正變、反變、聯變、聯變百

分變化) 

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黃志聖老師 

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公共衛生 

(隔離營爭議 - 鄰避效應) 

剪報練習 60分鐘 曾愛儀老師 

中國歷史 周代封建制度正面影響 在家測驗卷一份及

簡報 

40分鐘 唐詠詩老師 

歷史 香港都市化 資料題練習 40分鐘 黃寶珠老師 

地理 現代化農業科技_1 工作紙一份及學習

簡報短片 

30分鐘 吳慧琼老師 

經濟 通脹與通縮 工作紙一份 40分鐘 黎小鸞老師 

企會財 激勵理論 工作紙一份(學習簡

報短片及重點筆記) 

90分鐘 王志偉老師 

物理 電荷 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馮健恆老師 

化學 溫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工作紙一份(學習簡

報及實驗短片)  

45分鐘 陳達人老師 

生物 光合作用:光化學反應 工作紙一份 45分鐘 凌施茵老師 

資通 動態互動網頁 《選修部份第十三

章—動態互動網頁

〔二〕》工作紙 

60分鐘 黃幹文老師 

視藝 校本評核 SBA 研究工作簿 找與 SBA題目有關

的藝術家作分析 

(2-3頁） 

60分鐘 陳杏宜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