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1630 
浸信會永隆中學

2Q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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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9.U1:j: j的持烈的積課晚間表 。

請同學留心以下事項:

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補課 o

2 . 同學必須留意補課的時間:午膳(12:50-1 : 30) 、 放學(4: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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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凡沒按程序請假的同學，將記缺點一個，以作處分 。

女口貴家長對中六級補課的安排有任何問題 ， 請聯絡黃幹文助理校長(學校電

話: 24643638) 。

此致
貴家長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二零一六年九月 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要手紹海

學生姓名:

班別 : 中六 班班號:

家長姓名 :

家長簽署:



浸信會永隆中學 201 6 -20 1 7 年度中六級補課安排

午膳補課時間為 12:50- 1: 30pm

放學補課時間為 4 :00-6:00pm
星期六補課時間為 9 :00am- 1 2 :3 0pm

午日期膳 19月(一) 20/9(一)

(數學午膳同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故學 經濟(黨) 403 

(星星同學會)

(中文放尖班)

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26/9(一) 27/9(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數學午膳同行)

放學

(星星同學會)

(中文拔尖班)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3/1O(一) 4/10(二)
一一一----可圖學

午膳

(數學午膳同行)

------------且，

放學 數學

(星星同學會)
6A(I~) 302 

(中文拔尖班)
6B(東) 402 
D 組 (聖) 502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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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二) 22/9(四) 23/9(五) ~~笠盟主L一
物理(恩)的2 英文

A， E 組 (徐) 602 
B ， Y 組 (f令 ) 403 
C， X 細 (字) 302 
D 組 (iik) 502 

「員支 一一一一一一一 司，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A， E 組 (i余) 602 
B ， Y 組 (l令) 403 
仁， X 細 (字) 302 
D 組 (諒) 502 

(3，直E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29月(四) 30/9(五) t-_1血色L一
物理(恩) 602 

A， E 品目 前京 ) 602 
B ， Y 組 (1令) 403 

(午間敬拜)
C， X 組 ( '1" ) 302 
D 組 (謙) 502 

(國慶日)

卜一一一一

(星星同學會)

(英文拔尖班)
(星星同學會)

(社員大會)

(教師團契)
(數學服尖班)

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5月O(三) 6/10(四) 7/10(五) 一一致1盟主i一一一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英文 物工甲 (恩) 602 
A， E 組(伶) 602 
B， Y 組 (1令) 403 
C， X 組 (字) 302 
D 組 (g~) 502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英文拔尖班) (數學拔尖班)
(團契)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_-一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數學11/午10膳(二同) 行)日期 10/10(一)

暐單位
13/10(四) 14/10(五) 「一15一/10(一六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間，一一一一一

放學 (重陽節里日)
(升學講時)

(陸運會) (陸運會)

(英文拔尖班)



一一---一一- F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

日期 17/10(一) 18/1O(一) 19/10(=) 20/10(四) 一一_?JLJ盟主i一一一- 22月O(六)
a﹒----- -------旬，再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英文 物理(恩) 602 早上

A， E 組(1余) 602 經濟(當) 403 
B， Y 組 (!令) 403 

(數學午膳同行)
仁， X 組(字) 302 
D 組(謙) 502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放學 數學 英文

6A(i英) 302 A， E 組(徐) 602 
(星星同學會) 6B(東) 402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B， Y 組(f:令) 403 
(中文拔尖班) D 組(聖) 502 (英文拔尖班) (數學拔尖班) C， X 組(字) 302 

D 組(~兼) 502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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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一一咽- - -一-一---.-一 峙戶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24/10(一) 25/10(一) 26月O(二) 27j10(四) 28/10(五) 29月O(六)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數學午膳同行)

物理(恩) 602 A 組英文(徐)

B 組英文(l令)
--岫+﹒---_. ._---﹒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間._-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放學 經濟(簡) 403 數學 ζ 組英文(字)

6B(東) 402 D 組英文(謙)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E 組英文(徐)

×組英文(字)
(中文版尖班) (英文拔尖班) (數學拔尖班)

Y 組英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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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日期 31月O(一) 1月1(二) 2/11(=) 3/11(四) 4/11 (五) 5/11(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午膳 英文 視藝(J京)視藝室

A， E 組(徐) 602 

(T -net 聚餐) (數學午膳同行)
B， Y 組 (1令) 403 

(午間敬拜)
C， X 組(字) 302 
D 組(謙) 502 (面試技巧訓練)

放學 i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數學

(星星同學會) 6B(東) 402 
(中文拔尖班) (英文拔尖班) (數學拔尖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7/11(一) 8/11(二) 9月1(三) 10月1(四 1 1/11 (五) 12月1(六)
--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物理(恩) 602 英文

A， E 組(1余) 602 

(數學午膳同行)
B，Y 組(1令) 403 
C， X 組(字) 302 
D 組(激) 502 (商試技巧訓練)

F一 一一一一

放學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升學講座) (英文拔尖班) (圓契)
(中文拔尖班)

(教職員會議)
(數學拔尖班)



日期 14/11 (一) 15/11(二) 16月1(三) 17月1(四) 18月 1(五) 19月1(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物理(恩) 602 
(數學午膳同訂)

------------.-- 一-------呵，一----- --一-----一--- -一----.一------一月一-一------一. (臨行日) (學校假期) (教師培訓日) (香港模擬文憑試)
放學 (星星同學會)

一一--一一一---

(中文拔尖班)

一L::=J 百爪三了一
一一一-_.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r一 26月1(六)日期 21月1(一) 24月1(四) 25月1(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2月1(一)
_.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英火 物理(恩) 602 
A， E 在13 (1*) 602 
B， Y 組 (l令) 403 

(數學午膳同行)
ζ， X 組(字) 302 
D 甜(謙) 502 

一一-一一一帽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呵， (香港模擬文憑試)
放學 (星星同學會) 吳文

(中文拔尖班) A， E 組 (徐 ) 602 
B， Y 組 ( 1令) 403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團契)
仁， X 組 ( '1" ) 302 (英文戚尖班) (數學拔尖班)

D 組(~*) 502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卡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28月1(一) 29月1(一) 30/11(=) 1j12(四) h亨見一一蟄位(J京立) {主視i藝一宰 卜一__~R(t\L____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可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A， E 組 (你) 602 

(數學牛脂同行)
B， Y 組(l令) 403 
仁， X 組 (宇) 302 

(香港模擬文憑試)
D 組(謙) 502 

放學 (星星同學會)
(教師團契)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圍契)

(中文放尖班) (英文拔尖班) (數學拔尖班)
_.‘------一一一 -----------------. -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5/12(一) 6/12(一) 7/12(二) 8月2(四) 一一--已~}?{.~)一一 - 10'/12(六)
呵"._--- ----恤 _ .時-

-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物理(恩) 602 
(數學午賠同行)

一一一一一一

放學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中文版尖班)
(升學講座)

(英文拔尖班)
(數學拔尖班) (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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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畢業班照月)
----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日期 12月2(一) 13月2(一) 14/12(二) 15月2(四) 16月2(五) 17月2(六)
一一一，一一一-

午膳 物理(恩) 602 英文

A， E 組(1余) 602 

(數學午膳同行)
B,Y ~日(l令) 403 
c， x 組(字) 302 
D 組(謙) 502 

---------------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聯校模擬面試)
放學 英文

A， E 組(徐) 602 
(星星同學會) B， Y 組 (f令) 403 (星星同學會) (星星同學會)

(團契)
(中文拔尖班) 亡， X 細(字) 302 (英文披尖班) (數學拔尖班)

D 細品和) 502 

仁豆豆'(-) 二
一一--唔，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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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月2(一) 21月2(二) 22月2(四) -__~?L1R(~L_一 24月2(六)
---------------
午膳/ 物理(恩) 602 
早上 (聖誕崇拜)

(石j奧拉h理考察)
校時考試

8:30am-12 15pm 
故學 (班際合唱比賽) (教師璽契)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仁:三屆 二:豆Lg(~t二工 3姐姐二o區也一早日期上 26/12(一) 二L-1-Ä 組2英8月文2((徐三)) 
經濟(黨) 403 

B 組英文(玲)

C 組英文(字)

D 組英文(謙)

(聖誕節里日) (聖誕節後第二日)
E 組英文(徐)

× 組英文(字)

Y 組英文(1'令)

-------------þ-- U室主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下午
- 白:事:::士二:誼lbL二=[:二7月三二工二芳百;二:二二重(直二:仁:二函lÁ2___二:

一一一一一

7/1 (六)
午膳 物理(恩) 602 英文

A，U目前余) 602 
B， Y 組 (1令) 403 

(元日望日) 亡， X 組(字) 302 
D 組(~兼) 502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放學 經濟(當) 403 

(數學模擬考試)
(星星同學會) 視藝(琮)視藝室

(數學拔尖班)------------.--
__w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日一『自---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
日期 9/1 (一)

一一一-----一

1 0/1(二) • 
11月(=) 12月(四) 一一_J~Ll(主)一一一-- 14/1 (六)

午膳 英文 經濟(當) 403 
A， E 組(徐) 602 視藝(í.京)視藝室

B,Y 組(王令) 403 
(T -n et 聚餐)

C， X 組(字) 302 
D 組(~兼) 502 

放學 (數學模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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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1:3 0) 、放學(400-6:00) 、星期六(9:00-12 :3 0) 、假期早上(9:00-12:00) 、
假期下午(1 : 00-400)

3 同學自日因病未能出席假期的補課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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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沒按程序請假的同學﹒將記缺點一個 以作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