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1827 
浸信會永隆中學

2018-2019 年度中六級各項補課事宜

敬敢者:

為協助同學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核，本校將為中六級同學安排午膳、

放學、星期六及假期的補課，詳情可參閱 Sl位去的f扮成烈.的讀譯時間表α工182卦。

請同學留心以下事項:

1.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補課 。

2. 同學必須留意補課的時間:午膳(12:35-1 :20) 、放學(3 :45-6:00) 、星期六

(9:00-12:30) 、假期早上(9:00-12:00) 、假期下午(1 :00-4:00) 
3. 同學如因病未能出席假期的補課，必須按照正常程序請假，並於復課後第

一天將家長信交到校務處 。

4. 凡違反請假程序的同學，將記缺點一個 ，以作處分。

如貴家長對中六級補課的安排有任何問題，請聯絡張東慧老師(學校電話:

24643638) 。

Jtl::. i文
貴家長

敬覆者:

回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1主 S1827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中六級各項補課事宜，並會督促敝子女努力學習。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中六 班班號:

家長姓名:

、

家長簽署:

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還1言置軍區由學 2018-2019 æ廈血口級繭課宣~~E TT1825 

午膳補課時間為 12:35-1 :20pm 
放學補課時間為 3:45-6 : 00pm

假期上午捕課時間為 9 :00am-12 :00pm
假期下午補課時間為 1 :OO-4:00pm 

星期六補課時間為 9:00am-12:30pm
日期 17/9(一) 18/9(=) 19/9(二) 20/9(四) 21/9(五) 22舟(六)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司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數學午膳同行 NC 組英文
304 室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放學 A/C 組英文 視藝 C 組數學
高惠芳老師 劉慧琮老師 黃志聖老師

304 室 視藝室 304 室

(教師團契)

B/D 組英文
何永超老師

517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24/9 (一} 25/9(二) 26/9( ) 27/9(四) 28/9(五) 29/9(六)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數學午膳同行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圖-------------------自』自--

放學 NC 組英文 視藝

(中秋節整日)
高惠芳老師 劉慧琮老師

304 室 視藝室

(數學星星同學會)

B/D 組英文
何永超老師

517 室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圈，一一-一一一一一戶，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1/10(一) 2月 O(二) 3/10( ) 4/10(四) 5/10(五) 的 O(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NC 組英文 數學午膳同行 物理

.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馮健恆老師

(國慶日)
304 室 物理室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放學 全級通識

禮堂 (數學星星同學會) (團契)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8月 O(一) 9/10(二) 10/10(三) 11/10(四) 12/10(五) 13/10(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數學午膳同行 物理

304 室 馮健恆老師

物理室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直

放學 NC 組英文
高惠芳老師 ' 
304 室

(英文星星同學會) (教職員會議) (數學星星同學會) (團契)

B/D 組英文
何永超老師

517 室
---------------- -------恥﹒---------__-._.0‘--------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15/10(• ) 16.月 O(二) 17/10( ) 18/10(四) 19/10(五) 20/10(7\)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數學午膳同行 物理

304 室 . )馬健恆老師 (午間敬拜)

(重陽節)
物理室

----一一一一一

放學 全級中文
(英文星星同學會) l數學星星同學會) 禮堂

'-----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22/10(一) 23/10(二) 24月 O(一) 25/10(四) 26/10(五) 27/10(內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A/C 組英文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學習活動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放學 視藝 物理
(英文星星同學會) 劉慧琮老師 馮健恆老師 (數學星星同學會)

視藝室 十物理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29/10(一) 30/10(三) 1/11 (四) 2/11 (五) 3/11 (六)
一-一-一------嚕圖，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數學午膳同行 物理

304 室 馮健恆老師

物理室 (旅行日) (教師自訓日)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放學
(中文星星同學會)

全級通識
禮堂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5月1(一) 6/11 (二) 7/11 ( ) 8/11 (四) 9/11 (五) 10月1!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數學牛膳同行 A/C 組英文
304 室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放學
(英文星星同學會)

物理

馮健恆老師 (通識星星同學會) (數學星星同學會) (團契)
(中文星星同學會)

物理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幅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他們(一) 13/1 1(二) 14/1 1!一) 15月1(四) 16/1 1!五) 17/11 (六)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
午膳 物理 A/C 組英文 數學午膳同行

馮健恆老師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升學就業組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物理室 304 室
模擬面試

放學 (教師團契)

(英文星星同學會) (通識星星同學會) (數學星星同學會) (團契)

(中文星星同學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19月 1 (一) 20/11 (二) 21/1 1!一) 22月1(四) 23月 1 (五) 一一一24月一1(六一)一--l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物理 數學午膳同行

馮健恆老師 304 室 升學就業組 | 

放學

物理室
一一一--祉一一一一一 (陸運動 (陸運動 模擬面試

(英文星星同學會)
視藝

劉慧1京老師 (通識星星同學會)
(中文星星同學會)

視藝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圖凹，一直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26/11 (一) 27/11 (二) 28/1 1( ) 29月1(四 30/11 (五) 1/12(六)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A/C 組英文 物理 數學午膳同行

高惠芳老師 馮健恆老師 304 室

304 室 物理室 而﹒

全級通識放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溫舊觀 糧蠶鑫歪理學自 ‘v 

禮堂 A/C 組英文 經濟

高惠芳老師 黎小鴛老師 升學就業組
國 , ~ 

304 室 304 室 模擬面試

(英文星星同學會) (通識星星同學會)
B/D 組英文

. 
視藝

. 何永超老師 劉慧琮老師
, ' 517 室 視藝室-

.~ " . a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數學星星同學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12廿1:)日期 3/12(一) 4/12(二) 5/12( ) 6/12(四) 7/12(五)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數學午膳同行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A/C 組英文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T -net 聚會)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3i誠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壘--司，--﹒司...---團團-

通豆豆，議室亟矗「放學 溫習課

物理 C 組數學 禮堂

馮1建恆老師 黃志聖老師
(通識星星同學會) (數學星星同學會)

物理室 304 室

(英文星星同學會)

2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日期 10/12(一) 11/12(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午膳 物理

馮健恆老師

物理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放學 經濟
黎小鷺老師

304 室

視藝

劉慧琮老師
視藝室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17/12(一) 18/12(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放學 B/D 組英文 全級數學
何永超老師 ~曲豆A是A 

517 室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24/12(一) 25月 2(二)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早上

下午 (聖誕節) (聖誕節璽日) .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31/12(一) 1/1 (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放學 (元旦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7/1(一) 8/1(二)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經濟
黎小鴛老師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放學 全級數學 A/C 組英文
禮堂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B/D 組英文
何永超老師

517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14/1 (一) 15/1 (二)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物理

馮健恆老師

物理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

BE學 B!D 組英文 全級中文
何永超老師 中六課室

517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12( ) 13/12(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A/C 組英文 數學午膳同行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通識星星同學會) (數學星星同學會)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9/12(一) 20月 2(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經濟 A/C 組英文
黎小鷺老師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

物理 經濟

馮健恆老師 黎小鷺老師

物理室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26/12(三) 27/12(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1 ( ) 3/1 (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A/C 組英文
高惠芳老師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C組數學
黃志聖老師

(數學星星同學會)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1 ( ) 10/1 (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嚼，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物理 經濟
馮健恆老師 黎小鷺老師

物理室 304 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經濟
黎小鷺老師

304 室
(教職員會議)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16/1( ) 17/1 (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唔，一一一--間，一一一---

經濟
黎小鷺老師

304 室

視藝

劉慧琮老師
視藝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4/12(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經濟
黎小鷺老師

304 室

視藝

劉慧琮老師
視藝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1/12(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聖誕崇拜及聯歡)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教師團契)

一一一--一』一一旬，一一一

28/1 2(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1(五)

(團契)

一一一-----_.一一----一一一

11月(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團契)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8/1 (五)
一--一一一_.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間敬拜)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物理

馮健恆老師

物理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5/12(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2/12(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9/12(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歷史

黃寶珠老師

317 室

5/1 (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1 (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經濟
黎小鷺老師

304 室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