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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中一至中三未達標同學的增潤班及補考安排 

敬啟者： 

按本校制定的升留級準則，中一至中三學生在學期終結時，須符合以下準則才可升班： 

 1. 全年總平均分達 50 分或以上，及 

2. 中文、英文、數學三科，其中兩科成績必須達 50 分或以上 

未能符合升班準則之中一至中三同學，須於 3/7, 4/7 及 5/7 參加相關的第一次中英數增潤班，

並於 6/7 進行第一次補考。增潤班及補考之目的主要是為協助有關學生鞏固及掌握學科基礎，而第

一次補考後仍未達標者，須參加最後階段為期九天的暑期增潤計劃。所有未達標學生須準時出席

相關的中英數增潤班及補考，無故缺席者除有懲處外，或會影響其升班。詳情如下： 

1. 3/7﹝一﹞、4/7﹝二﹞及 5/7﹝三﹞中英數增潤班時間表 

級別 科目 時間(下午) 課室 

中一級 中文 1:25 – 2:25 405-406 

中一級 英文 2:35 – 3:35 401-402 

中一級 數學 3:45 – 4:45 403-404 

中二級 數學 1:25 – 2:25 403-404 

中二級 中文 2:35 – 3:35 405-406 

中二級 英文 3:45 – 4:45 401-402 

中三級 英文 1:25 – 2:25 401-402 

中三級 數學 2:35 – 3:35 403-404 

中三級 中文 3:45 – 4:45 405-406 

2. 6/7﹝四﹞補考時間表 

級別 科目 時間 補考地點 

中一級 中文 2:00 – 2:45 禮堂 

中一級 英文 3:10 – 3:55 禮堂 

中一級 數學 4:20 – 5:05 禮堂 

中二級 中文 2:00 – 2:45 禮堂 

中二級 英文 3:10 – 3:55 禮堂 

中二級 數學 4:20 – 5:05 禮堂 

中三級 中文 2:00 – 2:45 禮堂 

中三級 英文 3:10 – 3:55 禮堂 

中三級 數學 4:20 – 5:05 禮堂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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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中一至中三未達標同學的增潤班及補考安排」事宜，本人定當督促敝子女準

時出席以下科目之增潤班及補考： 

 

1.  3/7﹝一﹞、4/7﹝二﹞及 5/7﹝三﹞中英數增潤班 

 

需出席 級別 科目 時間 課室 

 中一級 中文 1:25 – 2:25 405-406 

 中一級 英文 2:35 – 3:35 401-402 

 中一級 數學 3:45 – 4:45 403-404 

 中二級 數學 1:25 – 2:25 403-404 

 中二級 中文 2:35 – 3:35 405-406 

 中二級 英文 3:45 – 4:45 401-402 

 中三級 英文 1:25 – 2:25 401-402 

 中三級 數學 2:35 – 3:35 403-404 

 中三級 中文 3:45 – 4:45 405-406 

 

2.  6/7﹝四﹞補考 

需出席 級別 科目 時間 補考地點 

 中一級 中文 2:00 – 2:45 禮堂 

 中一級 英文 3:10 – 3:55 禮堂 

 中一級 數學 4:20 – 5:05 禮堂 

 中二級 中文 2:00 – 2:45 禮堂 

 中二級 英文 3:10 – 3:55 禮堂 

 中二級 數學 4:20 – 5:05 禮堂 

 中三級 中文 2:00 – 2:45 禮堂 

 中三級 英文 3:10 – 3:55 禮堂 

 中三級 數學 4:20 – 5:05 禮堂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