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告 
暑期補習班收生程序 ── 分階段報名事宜 

暑假將至，一年一度暑期課程亦即將展開，為確保本中心學員可報讀暑期課程，本中心將採取分段收生

方法。 

 

小學及升中一至中六的編班於 12/5(日)至 18/5(六)上課時派發《2019 年暑期班報名表》內列出；學生如

需調配其他班別，請於 25/5(六)前向接待處申請填表，批核結果將於 26/5(日)前以電話個別通知。 

暑期補習班分段報名詳情如下： 

 

第一階段

(舊生安排) 

【19 / 5 (日) 至 25 / 5 (六)】：只接受現正報讀本中心小學、中一至中五學生申請，

學生可於上課時或親身遞交報名表及留位費，逾時者會當作「第二階段」處理 

(同學只可優先報讀五月份收據上列出的課程；如須報讀新的課程，則當作新生論) 

第二階段

(新生安排) 

【由 25 / 5(六) 上午 10:00 ~ 下午 2:00 或以後】：優先接受升中一學生報名。 

【由 26 / 5(日) 上午 9:00 ~ 下午 1:00 及 27/5(一)或以後】： 

剩餘學位以先到先得的方法輪候。 

辦公時間： 【27 /5 (一) 至 29 / 6 (六)】 

             星期一至五 (下午 1:00 ~ 下午 7:00)； 

    星期六及日 (上午 10:00 ~ 下午 5:00) 

 

報名時須繳交每科留位費$200，而留位費會於暑期班學費直接扣除，並於第一堂或之前繳交剩餘

學費，一切已繳交之費用一概不退還；申請調班之同學必需於 25/5(六)前繳交該科留位費，如申請失敗，

則退回留位費。 

 

 請參閱隨附之 2019 年度暑期補習班時間表及學生須知； 

 有意為 貴子弟報讀之家長，請依上述安排，辦理報名手續；及 

 所有課程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取錄與否，本中心保留最終之決定權利。 

 

 9 月份常規課程收生安排如下：導師會因應學生暑期班出席率及課堂測驗成績編班。 

 如未能報讀 2019 年度暑期班課程之學員可於 11/8(日)或以後，以先到先得的方法輪候。 

 如對上述事項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416-3169 或 3690-2247 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雋毅補習中心 

二零一九年五月八日 

註：本中心不接受電話報名申請。 



升中四數學暑期班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數學 

暑期 A 班 

MATH4A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9/7 (二) 15/7 (一) 20/7 (六) 22/7 (一) 

下午 

8:00 - 9:15 

下午 

2:45 - 4:00 

上午 

9:45 - 11:00 

下午 

2:45 - 4:0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5/8 (一) 12/8 (一) 19/8 (一) 26/8 (一)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中四數學 

暑期 B 班 

MATH4B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9/7 (二) 16/7 (二) 20/7 (六) 23/7 (二) 

下午 

4:15 - 5:30 

下午 

1:30 - 2:45 

上午 

11:00-12:15 

下午 

1:30 - 2:45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6/8 (二) 13/8 (二) 20/8 (二) 27/8 (二)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中四數學 

暑期 C 班 

MATH4C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1/7 (四) 18/7 (四) 20/7 (六) 25/7 (四) 

下午 

4:15 - 5:30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30 - 2:45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8/8 (四) 15/8 (四) 22/8 (四) 29/8 (四)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中四數學 

暑期 D 班 

MATH4D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0/7 (三) 17/7 (三) 20/7 (六) 24/7 (三) 

下午 

5:30 - 6:45 

下午 

4:15 - 5:30 

下午 

1:45 - 3:00 

下午 

4:15 - 5:3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7/8 (三) 14/8 (三) 21/8 (三) 28/8 (三)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升中四數學暑期班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數學 

暑期 E 班 

MATH4E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0/7 (三) 17/7 (三) 20/7 (六) 24/7 (三) 

下午 

4:15 - 5:30 

下午 

1:30 - 2:45 

下午 

3:00 - 4:15 

下午 

1:30 - 2:45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7/8 (三) 14/8 (三) 21/8 (三) 28/8 (三)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黃 SIR 採用大班形式授課，為學生提供適合的教材，包括：理論筆記、試題範例 及漸進式試題。老師於課堂上

均為學生講解理論及示範例題；亦會提供各類型試題予學生操練各種運算技巧，並即時講解。此外，更設有進階

試題，給予已掌握基礎的同學，達至精益求精。 

 著重提升學生對文字題的理解, 避免同學在考試因解錯題而失分   

 詳盡解答數式, 題解, 運算原理及提點常犯錯處     

 在練習數學題的過程中教授技巧和分析方法 

 用簡易的方法使同學清晰地掌握數學概念     

 訓練同學的邏輯思維              

 提高答題準確度 

 



升中四自選數學暑期班(小組)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自選數學 

暑期 A 班 

GMATH4A 

(Miss Tse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9/7 (二) 13/7 (六) 16/7 (二) 20/7 (六) 

下午 

6:45 - 8:00 

上午 

11:00-12:15 

下午 

4:15 - 5:30 

上午 

11:00-12:15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23/7 (二) 30/7 (二) 6/8 (二) 13/8 (二)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中四自選數學 

暑期 B 班 

GMATH4B 

(Miss Tse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1/7 (四) 13/7 (六) 18/7 (四) 20/7 (六) 

下午 

5:30 - 6:45 

下午 

4:15 - 5:30 

下午 

1:30 - 2:45 

下午 

4:15 - 5:3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25/7 (四) 1/8 (四) 8/8 (四) 15/8 (四)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採用小組形式進行，最多 18 人一班 

 大量實例和習題幫助學生吸收課程內容，改善答題技巧 

 用心教導，緊貼進度，更了解同學需要 

 達 6 人或以上可以開班，歡迎同校同級同學自由組合 

 



升中四特選數學暑期班(小組)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特選數學 

暑期 A 班 

RMATH4A 

(梁 sir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0/7 (三) 17/7 (三) 24/7 (三) 24/7 (三) 

下午 

4:15 - 5:3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1:30 - 2:45 

下午 

2:45 - 4:0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31/7 (三) 7/8 (三) 14/8 (三) 21/8 (三)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中四特選數學 

暑期 B 班 

RMATH4B 

(梁 sir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9/7 (二) 16/7 (二) 22/7 (一) 23/7 (二)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1:30 - 2:45 

下午 

4:15 - 5:3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30/7 (二) 6/8 (二) 13/8 (二) 20/8 (二)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中四特選數學 

暑期 C 班 

RMATH4C 

(周 sir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8/7 (一) 16/7 (二) 23/7 (二) 30/7 (二) 

下午 

4:15 - 5:3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6/8 (二) 13/8 (二) 20/8 (二) 27/8 (二)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升中四特選數學暑期班(小組)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特選數學 

暑期 D 班 

RMATH4D 

(周 sir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0/7 (三) 17/7 (三) 24/7 (三) 31/7 (三)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7/8 (三) 14/8 (三) 21/8 (三) 26/8 (一)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親自教授，保證小班教學，最多 18 人一組 

 依照學校或出版社的課程內容教授 

 直接挑選適合教材，務求為同學度身訂造合適自己的內容，緊貼學校進度 

 有充足功課及練習提供，課程速度視乎學生進度而作安排 

 達 6 人或以上可以開班，歡迎同校同級同學自由組合 

 

升中四基礎數學暑期班(小組)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基礎數學 

暑期 A 班 

CMATH4A 

(周 sir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3/7 (六) 20/7 (六) 27/7 (六) 3/8 (六) 

下午 

1:45 - 3:00 

下午 

1:45 - 3:00 

下午 

1:45 - 3:00 

下午 

1:45 - 3:0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10/8 (六) 17/8 (六) 24/8 (六) 27/8 (二) 

下午 

1:45 - 3:00 

下午 

1:45 - 3:00 

下午 

1:45 - 3:00 

下午 

1:30 - 2:45 

 分級教授，保證小班教學，最多15人一組 

 以中文或英文教材配合，靈活方式教授  

 提供充足功課及練習，學生能輕易掌握重點 

 課程速度視乎學生進度而作安排  

 達4人或以上可以開班，歡迎同校同級同學自由組合 



升中四中文暑期班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中文 

暑期 A 班 

CHI4A 

(朱老師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9/7 (二) 9/7 (二) 16/7 (二) 23/7 (二) 

下午 

3:00 - 4:15 

下午 

4:15 - 5:3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30/7 (二) 6/8 (二) 13/8 (二) 20/8 (二)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中四中文 

暑期 B 班 

CHI4B 

(朱老師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1/7 (四) 11/7 (四) 18/7 (四) 25/7 (四) 

下午 

3:00 - 4:15 

下午 

4:15 - 5:30 

上午 

11:15-12:30 

上午 

11:15-12:3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1/8 (四) 8/8 (四) 15/8 (四) 22/8 (四) 

上午 

11:15-12:30 

上午 

11:15-12:30 

上午 

11:15-12:30 

上午 

11:15-12:30 

中四中文 

暑期 C 班 

CHI4C 

(朱老師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3/7 (六) 13/7 (六) 20/7 (六) 27/7 (六) 

上午 

11:00–12:15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3/8 (六) 10/8 (六) 17/8 (六) 24/8 (六)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白話文、文言文理解策略和應用 

聆聽及綜合能力、寫作、說話應試技巧和練習 

 

 



升中四英文暑期班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英文 

暑期 A 班 

ENG4A 

(李 sir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13/7 (六) 13/7 (六) 19/7 (五) 26/7 (五) 

上午 

11:00 – 12:15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2/8 (五) 9/8 (五) 16/8 (五) 23/8 (五)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中四英文 

暑期 B 班 

ENG4B 

(李 sir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1,240 

8 堂 
 

20/7 (六) 27/7 (六) 3/8 (六) 9/8 (五)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上午 

10:00–11:15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9/8 (五) 10/8 (六) 17/8 (六) 24/8 (六) 

上午 

11:15-12:30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Introduction to HKDSE Syllabus and sample papers 

 Intensive Grammar Revision 

 Guided Writing 

*如對英文科課程有任何疑問/請假，可 whatsapp 聯絡英文科負責同事陳小姐(6695-3691)* 

**課程內容會因應教學進度而有所修改而恕不另行通知** 



升中四英文躍進暑期班(小組)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英文躍進小組 

暑期 A 班 

RENG4A 

(Miss Chan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2,480  

8 堂 
 

13/7 (六) 13/7 (六) 19/7 (五) 26/7 (五) 

下午 

3:00 - 4:15 

下午 

4:15 - 5:3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2/8 (五) 9/8 (五) 16/8 (五) 23/8 (五)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專為英文基礎不紮實至一般程度的學生而設 

 針對性操練歷屆文憑試及會考各卷題目及文法練習 

 使同學能循序漸進地學習，以達至最佳成績 

 小班教學，事半功倍，保證每班不超過 8 人，真正互動 

 貼身跟進，力求改善學生英語水平 

 本課程以英文筆記及廣東話輔以英語授課 

 



升中四經濟暑期班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經濟 

暑期 A 班 

ECON4A 

(Andy Wong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17/7 (三) 24/7 (三) 31/7 (三)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7/8 (三) 14/8 (三) 21/8 (三)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中四經濟 

暑期 B 班 

ECON4B 

(Andy Wong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18/7 (四) 25/7 (四) 1/8 (四)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7/8 (三) 15/8 (四) 22/8 (四)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課堂旨在培養同學經濟邏輯思維， 清相關經濟概念，期望同學把課堂所學應用於試題上。 

 以經濟時事及生活例子作據，讓同學更熟悉有關概念。 

 著重答題用字及邏輯次序，減少同學在答題上失分。 

 每星期提供練習及小測，幫助同學溫故知新。 

 筆記提供各種例題，讓同學掌握審題技巧，了解各種題型的作答方向。 

 提高同學資料分析能力，從中尋找答題重點，於回答資料回題題(DRQ)時得心應手。 

Topics to be covered: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Basic Economic Concept 

 Scarcity 

 Opportunity Cost 

 Free Good and Economic Good 

 Introduction to Demand and Supply 

 



升中四生物暑期班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生物 

暑期 A 班 

BIO4A 

(Miss Tam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2/8 (五) 3/8 (六) 9/8 (五)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10/8 (六) 16/8 (五) 17/8 (六)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下午 

12:15 - 1:30 

Topic Bio 4A:  

 Cellular Organization 

 Diffusion; Osmosis; Active Transport 

 Metabolism and Enzymes 

 Food and Humans 

The goals of this course are to instill the sense of “studying biology scientifically” in students –  

Just retrieving information and regurgitation will not make one fly 

The course is deliberately designed to train student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Apply biological knowledge,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to explain phenomena and observations and to 

solve problems 

 Analyze and interpret both numerical and non-numerical data in forms of drawings, graphs, charts 

and male logical deductions and draw appropriate conclusions 

 Formulate working hypotheses and plan and perform tests for them 

 Evaluate evidence and detect errors 

 



升中四化學暑期班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化學 

暑期 A 班 

CHEM4A 

(Anthony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Microscopic 

World I 

(Bonding 

and 

Structure) 

15/7(一) 22/7(一) 5/8(一)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12/8(一) 19/8(一) 26/8(一)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下午 

1:30 - 2:45 

中四化學 

暑期 B 班 

CHEM4B 

(Anthony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Microscopic 

World I 

(Bonding 

and 

Structure) 

16/7(二) 23/7(二) 6/8(二)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13/8(二) 20/8(二) 27/8(二)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下午 

2:45 - 4:00 

中四化學 

暑期 C 班 

CHEM4C 

(Anthony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Metal 

Reaction & 

Mole 

Calculations 

17/7 (三) 24/7 (三) 7/8 (三) 

下午 

2:45 - 4 :00 

下午 

2:45 - 4 :00 

下午 

2:45 - 4 :00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14/8 (三) 21/8 (三) 28/8 (三) 

下午 

2:45 - 4 :00 

下午 

2:45 - 4 :00 

下午 

2:45 - 4 :00 

 

 



升中四化學暑期班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化學 

暑期 D 班 

CHEM4D 

(Anthony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Chemical 

Equations & 

Mole 

Calculations 

18/7 (四) 25/7 (四) 8/8 (四) 

下午 

2:45 - 4 :00 

下午 

2:45 - 4 :00 

下午 

2:45 - 4 :00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15/8 (四) 22/8 (四) 29/8 (四) 

下午 

2:45 - 4 :00 

下午 

2:45 - 4 :00 

下午 

2:45 - 4 :00 

Stoichiometry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s of chemicals in a given reaction) is the base for all chemistr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topics in chemistry.  

Before you are exposed to a variety of chemical reactions in HKDSE curriculum ,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introduce common chemicals used in school laboratory. 

 emphasize methods and practices of balancing chemical equations and calculations involving 

chemical equations.   

 build up a strong sense of amounts of chemicals in relation to a chemical reaction 

 apply the concept of stoichiometry in examination questions 



升中四物理暑期班 

班別 課堂 費用 備註 

中四物理 

暑期 A 班 

PHY4A 

(Anthony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Mechanics I 

(Introduction 

of Motion 

and Force) 

16/7 (二) 23/7 (二) 6/8 (二)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13/8 (二) 20/8 (二) 27/8 (二)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中四物理 

暑期 B 班 

PHY4B  

(Gary sir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Mechanics I 

(Introduction 

of Motion 

and Force) 

18/7 (四) 25/7 (四) 1/8 (四)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8/8 (四) 15/8 (四) 22/8 (四)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中四物理 

暑期 C 班 

PHY4C  

(Gary sir 任教)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930 

6 堂 

Mechanics I 

(Advanced 

level) 

19/7 (五) 26/7 (五) 2/8 (五)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9/8 (五) 16/8 (五) 23/8 (五)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下午 

4:15 - 5:30 

Physics is a subject which employs mathematical equation to rationalize, explain and predict natural 

phenomena.  

Students attended this course are trained to  

 acquire knowledge of techniques and skills specific to the study of physics; 

 present concepts of physics in mathematical terms  

 set hypothesis and design experiments to find out some key variabl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afterwards 

 analyze the result and discussing the errors in experiments 

 apply physical knowledge to solve daily life problems 

 

 



學生須知 

請各家長及同學注意以下事項： 

學 費 優 惠 

報讀本中心 (中四理科班及經濟班除外) 的課程，將有學費優惠, 詳情如下: 

一科 $ 1,240.00 兩科 $ 2,400.00 三科 $ 3,540.00 

註: 學費優惠不適用於報讀以下課程：選修科(Elective)、精讀班(Intensive)、理科班、經濟班、所有小組

班(特選數學、自選數學、基礎數學、英文躍進及小學補習班) 

 

繳 交 學 費 之 安 排 

(1) 本中心接納以現金或支票方式繳交學費，請學生自行扣除留位費用。如以支票付款，請用劃線支

 票，抬頭請寫「雋毅補習中心」或“ CHUN NGAI TUTORIAL CENTRE ”，恕不接受期票。 

(2)  由於學位有限，請於第一堂或之前繳交剩餘學費，遲交學費者，本中心有權拒絶該學生進入課室

 上課及將失去有關學位。 

(3) 學生應妥善保存本中心所發出之學費收據，並保留收據三個月。若不慎遺失，本中心概不負責，

 亦不會重新補發，故請各同學小心保管。 

(4) 每堂必須帶備當月學費收據，以便教職員查核，如未能出示者，可能不許進入課室上課。 

(5) 除因課程取消或改期外，一切已繳交費用概不退還。 

 

有 關 颱 風 訊 號 或 暴 雨 警 告 安 排 

(1) 凡上課時間於上午 9:30 至下午 1:30 期間，若上午 8:30 仍懸掛八號或更高颱風訊號、黑色暴雨警告，

學生便不需上課； 

(2) 凡上課時間於下午 1:30 至下午 8: 00 期間，若上午 11:30 仍懸掛八號或更高颱風訊號、黑色暴雨警

告，學生便不需上課； 

(3) 該天補課安排將於翌日在本中心網頁上公佈，屆時請各同學自行查閱；如不能出席該天的補課時

 間，本中心將不另設補堂時間及退款。 

 

轉 調 班 別 守 則 

 同學如需申請暑期班課程(6 堂/8 堂)轉班(只限相同導師)，可於派發「2019 學生暑期資料核對表」的該

天開始可作出調班申請(同學必需繳交該科留位費，如申請失敗，則退回留位費)，請攜同已填妥的調班申

請表及有關收據於 22/6(六)前到接待處辦理有關手續。本中心需時兩至三星期處理，並不能保證調班成

功，調班成功與否，本中心保留最終之決定權利。 24/6(一)後才提出調班的申請者，不論任何原因包括學

校補課、課外活動，即使具有有效證明，本中心也一概不接受申請及不退回留位費。 

 

 

 

 



調 堂 及 補 堂 安 排 須 知 

由二零一六年七月份開始，各科將嚴格執行以下調堂或補堂守則，詳情如下： 

 (1)  學生必須繳交該月學費，本中心才會安排任何調堂或補堂服務。 

(2) 調堂或補堂次數 

 暑期班課程(6 堂/8 堂)最多可以申請兩次調堂或補堂；不足 4 堂及一天連上兩堂的同學只可申請調

堂或補堂一次，而所有調堂或補堂申請必須於原定上課日 7 天前申請，行政費方可豁免； 

(3) 事假處理 

 如上課前 7 天內提出調堂或補堂的申請者，不論任何原因包括學校補課、課外活動，即使具有有效

證明，本中心均收取行政費＄40/1 堂，方可調堂或補堂到該導師的相同課程，請學生於調堂或補堂

時前一天到接待處繳交費用。 

(4) 病假處理 

 如因病假，請於當日上課一小時前致電本中心請假，並必須出示註冊中/西醫的證明文件(調堂或補

堂費用方可豁免)，不能出示證明文件者，須在補課日一天前到接待處繳交調堂行政費用$40/1 堂，

方可安排補課。 

(5) 學生缺席 

 若學生無故缺席，即作曠課論，本中心恕不安排調堂及補課，有關該課堂之學費，亦不會獲得退還。 

(6) 申請調堂或補堂 

 學生可親身或電話申請調堂或補堂，但學生須於調堂或補堂前一天往接待處繳交補堂行政費用 

 ＄40/1 堂，學生須持有補堂收據，方可進入課室補堂，否則導師有權拒絶學生進入課堂。 

(7) 課堂進度 

   由於每級每班的進度略有不同，所以學生在申請調堂或補堂時，應先核對清楚單據上班別及堂數，

以免發生錯誤調堂或補堂的情況，浪費調堂或補堂名額。 

(8)  取消調堂或補堂 

  如已申請調堂或補堂，原本的課堂學位將會開放給其他人調入取替，故此不能取消已安排的補堂，

只能選其他時間，調堂或補堂前學生要仔細考慮清楚。如學生於申請調堂或補堂之後有任何更改，

必須於上課 2 天前進行修改，所有調堂或補堂如未依限定時間申請，恕不受理。 

(9) 如學生不能成功調堂或補堂，我們會安排學生拿回缺席課堂的講義或練習；缺席者最遲 7 天內到本

中心提取，逾期恕不受理。有關該課堂之學費，亦不會獲得退還。 

(10)  不論同學使用任何形式調堂或補堂服務，都必須於該原先課堂後 14 日內完成，調堂或補堂時間均

由本中心安排。本年度暑期班的調堂或補堂時段，將以年級進行，補堂時段將由該科的教學團隊主

理。 

(11) 所有調堂及補堂之安排乃本校為方便同學學習而額外增設，所有調堂或補堂均不設退款，亦不會因

同學私人理由缺課而退回有關學費，故同學報名及繳交學費前，請確保可出席課程上的上課時間，

敬請同學善用此項服務，本中心保留最終之決定權利，切勿濫用。 

(12) 以下課程將不設補堂服務(中四至中六延伸數學及所有特設課程) 

(13) 本中心並不設順延課堂至下一個月及退還調堂或補堂的相關款項。 

 



暑 假 遊 學 團 事 項 

如同學在 7-8 月期間參加了遊學團，請於 6 月 22 日前提交有效証明，本中心會在堂數上作出適當安排，

詳情請直接聯絡接待處周小姐處理。 

 

其 他 守 則 

(1) 如同學不遵守本中心規則，例如屢次欠交功課、遲到、曠課或對導師或其他同學造成滋擾等，本中

心教職員有權立即終止學生上課，並終止學生的學籍，一切已繳交費用一概不退還。 

(2) 各同學如有任何個人資料更改，包括地址及電話，請立即通知本中心。學生所提供的資料用於本中

心課程報名事宜之用；如同學申報虛假資料，本中心立即終止同學的學籍。 

(3) 此「學生須知」將定期按情況作出修改，恕不另行通知。敬請同學留意本中心所發出之通告及有關

之告示。 

(4) 本中心教職員有權拒絕任何申請人報讀本中心之課程。 

(5) 如有任何爭議，本中心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雋毅補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