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通知文件編號：2018-19/130A 

敬啟者： 
學生暑期「進益班」 

經過全年的學習及努力，發覺 貴子弟成績未如理想。為使學生能鞏固學業基礎並有所改善，

本校將於暑期為學生安排「進益班」，詳情如下： 
目的： 提供支援，協助學業未達標的學生，善用暑假，努力求進。 
對象： 中一至中五級全年總平均分不及格的學生 

（中一至中三級的及格分數為 50 分、中四至中五級的及格分數為 45 分） 
日期：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2 日（共三星期，分三階段進行） 
時間： 09:00 – 12:30 
地點： 中一級 204 室、中二級 205 室、中三級 206 室、中四級 207 室、中五級 208 室 
上課及評估

測試安排： 
(1) 第一階段：2019 年 7 月 15 至 17 日（7 月 18 及 19 日為評估測試） 

凡於全學年某科目不及格者，須於參加該科的評估測試。 
如能達標者，則無須參加餘下的「進益班」；否則須繼續參加。 

(2) 第二階段：2019 年 7 月 22 至 24 日（7 月 25 及 26 日為評估測試） 
凡某科目的評估測試未能達標者，須再就未能達標的科目參加評估測試。 
如能達標者，則無須參加餘下的「進益班」；否則須繼續參加。 

(3) 第三階段：2019 年 7 月 29 至 31 日（8 月 1 及 2 日為評估測試） 
凡某科目的評估測試未能達標者，須再就未能達標的科目參加評估測試。 

增值活動： (1) 於 2019 年 7 月 15 至 8 月 2 日期間，本校會與非牟利機構合辦各類增值活動，

學生必須參加，以善用餘暇，增廣見聞。【詳情另見 2018-19/130B 號通告】 
(2) 即使不用參加餘下的「進益班」，學生仍須依時完成所有增值活動。 

備註： (1) 本回條須連同家長已簽署的成績表，於 2019 年 7 月 9 日（舊生註冊日）上午

9 至 10 時到校務處一併交回郭善新副校長； 
(2) 隨通告附上學生暑期「進益班」須知，請家長務必細閱。 

 
 
 
 此致 
貴 家 長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禤楊美鄰校長謹啟 

2019 年 7 月 8 日 
……………………………………………………"""………………………………………………… 

學校通知文件編號：2018-19/130A 

學生暑期「進益班」回條 
（本回條須連同家長已簽署的成績表於舊生註冊日上午 9 至 10 時到校務處一併交回郭善新副校長） 

 

知悉有關暑期「進益班」事宜，本人當督促子女努力溫習，預備評估測試。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及學號 ：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9 年 7 月 8 日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暑期「進益班」須知 
（一）上午課堂時間表 

 中一級（204 室） 中二級（205 室） 中三級（206 室） 中四級（207 室） 中五級（208 室） 
0900-
1000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英文）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英文）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數學）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英文）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數學） 

1000-
1020 

小息 

1020-
1120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數學）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數學）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英文）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數學） 

完成指定習作 
及温習（英文） 

1120-
1140 

小息 

1140-
1230 

生涯規劃課 生涯規劃課 生涯規劃課 生涯規劃課 生涯規劃課 

 
（二）上午課堂守則 
1.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依時出席，並遵守學校及課堂一般規則。 
2. 帶備所需文具及進益班學生日。 
3. 認真完成課程要求（留心上課、做暑期作業及溫習不及格科目），並每天填寫學習記錄。 
4. 學生因事請假，須於兩天前（特別情況例外）由家長簽署家長信並交回學校審批。 
5. 學生因病請假，須於上課前由家長致電回校請假，並於病假後補辦請假手續（須附上醫生證明

書）。 
6. 學生遲到不多於 15 分鐘，須留堂 30 分鐘；遲到多於 15 分鐘，須留堂 1 小時。 
7. 若經常遲到、無故缺席或違反課堂規則，將會受到紀律處分。 
8. 若學生須携帶手提電話回校，須於回校後立即將手提電話關掉並存放在校務處（填寫資料），

於課後方可取回。若在課堂時發現學生携帶手提電話，將按平時校規處理。 
9. 若教育局宣佈停課，該日課堂將會取消。 
 
（三）評估測試評分標準及升留班事宜 
1. 各科目評估測試的達標分數，中一至中三級為 50 分，中四至中五級則為 45 分。 
2. 學生的總分必須達標方可獲准升班，否則須留級並會見郭善新副校長（中一至中三級為 50 分，

中四至中五級為 45 分）。 
上午課堂表現（準時、守規、認真工作等） 15% 
增值活動表現（出席情況、參與態度等） 15% 
評估測試 70% 
總分 100% 

3. 結果將於 2019 年 8 月 7 日下午 5 時於學校網站公布，並張貼在校務處門外的壁佈板。 
4. 獲准升班者須於 2019 年 8 月 8 日上午 9 至 11 時到校務處辦理註冊手續。 
5. 未能達標者須於 2019 年 8 月 8 日上午 9 至 11 時到校務處會見郭善新副校長。  



學生暑期「進益班」增值活動資料 
 
A 類活動資料 
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名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總 

時數 
活動地點 備註 負責機構 聯絡人 

A1 甜品班 10 
16/7,18/7,23/7,25/7, 

30/7,1/8 (共 6 節) 14:00-17:00 18 學校 201 室 學習製作不同主題的甜品。 
香港仔 
浸信會 

劉鷹揚傳道 

A2 手工藝製作班 10 
15/7,19/7,22/7,26/7, 

29/7,2/8 (共 6 節) 15:00-17:30 15 學校 205 室 學習製作不同主題的手工藝作品。 
香港仔 
浸信會 

劉鷹揚傳道 

 
B 類活動資料 
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名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總 

時數 
活動地點 備註 負責機構 聯絡人 

B1 
Running Man 

大激鬥 25 27/7 (共 1 節) 09:00-18:00 9 紅磡及戶外 
透過活動讓參加者挑戰自己及用團隊方

式進行解難任務。 
集合及解散地點：華基堂青年中心 

基督教 
宣道會 
華基堂 

社會服務 

何世裕先生 

B2 單車攝影遊 25 28/7 (共 1 節) 09:00-18:00 9 東涌 
遊覽東涌各處名勝地點進行單車導賞，

並與過程學習不同的拍攝技巧。 
集合及解散地點：華基堂青年中心 

 
C 類活動資料 
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名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總 

時數 
活動地點 備註 負責機構 聯絡人 

C1 羽毛球班 10 
16/7,18/7,23/7,25/7 

(共 4 節) 
14:00-16:00 8 學校禮堂 羽毛球興趣班。 

香港仔 
浸信會 

劉鷹揚傳道 

C2 旋風球班 18 
17/7,18/7,24/7,25/7 

(共 4 節) 14:00-16:00 8 學校多用途運動場 
訓練集中力、反應力、手眼協調、團隊

合作、互相欣賞。 
東華三院

賽馬會利

東綜合服

務中心 

郭文健先生 

C3 
Board Board 趣 

桌遊空間 8 
16/7,19/7,23/7,26/7 

(共 4 節) 14:30-16:00 6 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透過互動集體遊戲，累積社交經驗，並

從遊戲中認識自己的性格及與趣。 
黎芷敏姑娘 

C4 
自製台式手搖 
飲品及甜品班 12 

15/7,17/7,22/7,24/7 
(共 4 節) 15:00-17:00 8 華基堂青年中心 

學習製作不同主題的甜品及手搖飲品，

讓參加者可輕鬆享受入廚樂趣。 基督教 
宣道會 
華基堂 

社會服務 

何世裕先生 C5 飛鏢訓練班 12 
16/7,18/7,23/7,25/7 

(共 4 節) 15:00-17:00 8 華基堂青年中心 
學習及認識飛鏢運動，掌握基本技巧及

各項比賽規則。 

C6 「藝」文青 12 
16/7,18/7,23/7,25/7 

(共 4 節) 19:00-21:00 8 華基堂青年中心 
學習製作皮革、扎染工藝及其他藝術活

動，製作獨一無二的物品。 

C7 保齡球班 10 
15/7,17/7,22/7,24/7, 
29/7,31/7 (共 6 節) 15:30-17:00 9 

香港鄉村俱樂部 
（黃竹坑） 

保齡球興趣班。 學校 
盧汝坤／ 

李榮基老師 
 
所有活動日程表 

14/7/2019 (日) 15/7/2019 (一) 16/7/2019 (二) 17/7/2019 (三) 18/7/2019 (四) 19/7/2019 (五) 20/7/2019 (六) 

 
A2 (15:00-17:30) 
C4 (15:00-17:00) 
C7 (15:30-17:00) 

A1 (14:00-17:00) 
C1 (14:00-16:00) 
C3 (14:30-16:00) 
C5 (15:00-17:00) 
C6 (19:00-21:00) 

C2 (14:00-16:00) 
C4 (15:00-17:00) 
C7 (15:30-17:00) 

A1 (14:00-17:00) 
C1 (14:00-16:00) 
C2 (14:00-16:00) 
C5 (15:00-17:00) 
C6 (19:00-21:00) 

A2 (15:00-17:30) 
C3 (14:30-16:00) 

 

21/7/2019 (日) 22/7/2019 (一) 23/7/2019 (二) 24/7/2019 (三) 25/7/2019 (四) 26/7/2019 (五) 27/7/2019 (六) 

 
A2 (15:00-17:30) 
C4 (15:00-17:00) 
C7 (15:30-17:00) 

A1 (14:00-17:00) 
C1 (14:00-16:00) 
C3 (14:30-16:00) 
C5 (15:00-17:00) 
C6 (19:00-21:00) 

C2 (14:00-16:00) 
C4 (15:00-17:00) 
C7 (15:30-17:00) 

A1 (14:00-17:00) 
C1 (14:00-16:00) 
C2 (14:00-16:00) 
C5 (15:00-17:00) 
C6 (19:00-21:00) 

A2 (15:00-17:30) 
C3 (14:30-16:00) 

B1 (09:00-18:00) 

28/7/2019 (日) 29/7/2019 (一) 30/7/2019 (二) 31/7/2019 (三) 1/8/2019 (四) 2/8/2019 (五) 3/8/2019 (六) 

B2 (09:00-18:00) 
A2 (15:00-17:30) 
C7 (15:30-17:00) 

A1 (14:00-17:00) C7 (15:30-17:00) A1 (14:00-17:00) A2 (15:00-17:30)  

 
負責機構資料： 
1. 香港仔浸信會（利安家）      機構地址：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地下基督教教育中心  聯絡電話：2874 2640 
2.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機構地址： 鴨脷洲利東邨東平樓地下 101 至 116 室    聯絡電話：2874 8121 
3. 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社會服務華基堂青年中心 機構地址： 華富邨華基樓 6 樓 620 至 624 室     聯絡電話：2551 6629 
4. 香港鄉村俱樂部（黃竹坑）     機構地址： 香港深水灣黃竹坑道 188 號      聯絡電話：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