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52 

敬啟者： 

有關「中五級期終試後及暑假補課安排」事宜 

為讓中五級學生更有效面對公開考試，本校擬定於期終試後及暑假期間為  貴子弟進行補課。

有關補課之安排請參照另頁之附件。 

 

補課為學生正常課節，故學生必須按指定時間穿著整齊校服出席；惟未能出席，須按校方請假

手續交家長信。如無故缺席，將按情況作紀律處分。如當日早上五時半至八時，天文台發出紅色或

黑色暴雨警告信號、八號強風或以上信號，或教育局宣佈停課，補課將取消，有關是次補課安排請

參閱後頁之附件。 

 

煩請簽覆下附回條，並囑咐 貴子弟於六月二十七日將回條交回科任老師。如有查詢，請致電

21094000 與科任老師聯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靈糧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羅偉文 

二零一九年六月二十六日 

------------------------------------------------------------------------------ 

回      條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52 (有關「中五級期終試後及暑假補課安

排」事宜)』內容。 

 

*□ 本人同意敝子弟出席以上補課。 

*□ 本人不同意敝子弟出席以上補課及交家長信。 

此覆 

靈糧堂怡文中學 

家長姓名：         (正楷) 

(或監護人)          (簽署) 

 家長/監護人聯絡電話：             

二零一九年六月        日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 

 

 



靈糧堂怡文中學 

2018-2019 年度 

中五級期終試後及暑假補課安排 

附件 

 

日期 科目 時間 地點 科任老師 

26/6 (星期三) 化學 (中文班) 1:45 pm – 3:45 pm 612 室 林兆霆老師 

27/6 (星期四) 化學 1:45 pm – 3:45 pm 612 室 周志安老師 

2/7 (星期二) 化學 (中文班) 1:45 pm – 3:45 pm 612 室 林兆霆老師 

3/7 (星期三) 物理 1:30 pm – 4:30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5/7 (星期五) 化學 1:45 pm – 3:45 pm 612 室 周志安老師 

8/7 (星期一) 物理 1:30 pm – 4:30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9/7 (星期二) 

物理 12:00 noon – 1:00 pm 614 室 羅偉勝老師 

物理 1:30 pm – 4:30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化學 1:45 pm – 3:45 pm 612 室 周志安老師 

10/7 (星期三) 視覺藝術 1:30 pm – 4:30 pm 視覺藝術室 鄧綺雯老師 

11/7 (星期四) 
物理 12:00 noon – 1:00 pm 614 室 羅偉勝老師 

物理 1:30 pm – 4:30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12/7 (星期五) 
物理 12:00 noon – 1:00 pm 614 室 羅偉勝老師 

物理 1:30 pm – 4:30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15/7 (星期一) 視覺藝術 2:00 pm – 5:00 pm 視覺藝術室 鄧綺雯老師 

16/7 (星期二) 物理 1:45 pm – 4:45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18/7 (星期四) 
地理 1:45 pm – 3:45 pm 地理室 區緯匡老師 

化學 1:45 pm – 3:45 pm 612 室 林兆霆老師 

19/7 (星期五) 物理 1:45 pm – 4:45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23/7 (星期二) 
英文 (5D 班) 9:00 am – 12:00 noon 402 室 鄺錦銓老師 

英文 (5C 班) 9:00 am – 12:00 noon 403 室 唐得恩老師 

26/7 (星期五) 
英文 (5D 班) 9:00 am – 12:00 noon 402 室 鄺錦銓老師 

英文 (5C 班) 9:00 am – 12:00 noon 403 室 唐得恩老師 

19/8 (星期一) 物理 
8:30 am – 10:30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10:45 pm – 12:45 pm 

20/8 (星期二) 英文 (5D 班) 2:00 pm – 4:30 pm 207 室 鄺錦銓老師 

21/8 (星期三) 物理 1:30 pm – 4:30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26/8 (星期一) 
視覺藝術 9:00 am – 12:00 noon 視覺藝術室 鄧綺雯老師 

物理 1:45 pm – 4:45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27/8 (星期二) 物理 1:45 pm – 4:45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28/8 (星期三) 物理 1:45 pm – 4:45 pm 614 室 吳其峰老師 

29/8 (星期四) 地理 1:45 pm – 3:45 pm 地理室 區緯匡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