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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永隆中學

豆、零:177.ZTJ慧、三案了是怎摩女攬著抱住葉，二纜、哀、潰，會志發現實舟、二、
對泰民?叫熱復活動道:教學獲悉亨惠價目‘警車{于是]

敬后立者:

-有關訂購暑期作業、繳交油印及影印費用、對卷日、試後活動週、散學禮及註冊日事宜，詳列

如下 :

甲、訂購暑期作業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下學期快將完結，漫長的暑假即將來臨，本校已為同學選取合通的暑

期作業，期望各同學能善用餘暇，籍以溫故知新 。 請 貴家長督促 貴子弟完成暑期作業 ， 並於下

學年開學笠日上課天(即二零一七年九月四日)交回班主任。請貴家長填妥下列回條，並於畫益旦

六月二十七日(二)前以智能咕鐵交有關費用，而暑期作業將於放暑假前派發給貴子弟 。 另外，由

於暑期作業出版的數量有限，而本校亦會以最廉宜的價錢為同學訂購，故此同學

:台o學乞食行.蹲實請於1里足芸:t_~些-貝{芸:1~型，書.理f1'會款發主修.申請-~---~~佇安換 o

級別 ， 書名 A且

出版社 價格 折實價 合計
ι 

樂忠中文至 FUN 暑假(中三升中四) 樂思 $43 $25 
EnglishJ~~ress 3 (5th editi2n， ~ith audio CD) Athens Education $40 $26 

升中四
夏日數學營初中暑期作業(中三升中四) LONGMAN $57 $43 

$94 |下學年修讀經濟科同對:
培生教育出版社 根據下學年書單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應試練習﹒微觀經濟學-第二版
亞洲有限公司 自行購買

須完成範圍:第 3 、 4 及第 9 課共三課

乙、繳交油印及影印費用
同學需於對卷日六月二十七日(二)或之前以智能咕鐵交本年度油印及影印費用 。 同學可於內聯

網智能咕繳費系統中，瀏覽有關所需繳付的費用，請 貴家長留意 o

丙、對卷日

而中三級對卷日為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及二十七日(星期二) 。 對卷時間表詳情如下:

中三級對卷時間表

數
學

中史

化學

文



S1688b-2 
丁、試後活動週活動

試後活動週定於六月廿八日(星期三)至七月七日(星期五)進行，活動詳情如下:
註:學生須於活動開始前的分鐘回枝，否則作遲到論。

*29/6(四)會派發下學期考試對分紙， 同學當天請帶備所有考試卷包含分數的答卷回枝，以便於當日
下午一時前向科任老師畫詢及更正分數 。

日期
學生回

時間 活動 參與同學 場地 備註

校時問

28/6 校外
中四級導引課程活動 IVE 

(三) 集合
8:30am-12:00nn [IVE(Tuen Murnn)eT1 aster 中四級 (Tuen 整齊體育服

Progra何1 Mun) 

29/6 
8: 15am-8:30am 核對考試分數

中一級
課室 整齊夏季校服

8:00am 8:30am-8:45am 升旗禮 操場集隊 整齊夏季校服
(四)

9:00am-ll :45am 學生會歌唱比賽(決賽)
至中五級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l

9:00am-9:50am 
中小學健康校園交流活動

中一級 禮堂 整齊體育服

(道教青松小學/巧回球)
30/6 

8:45 am 中四修讀物
(五) 中四級理科專題研習

9:00am-ll :30am 理、化學或生 課室 整齊夏季校服
(理工大學)

物的同學

3/7 
8:45am 9:00am-12:00nn 好好戀愛工作坊 中二級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一)

4/7 
(二)

8:45am 9:00am-9:30am 中三進科 中三級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5/7 
8:45am 9:00am-12:00nn 

兒童發展基金學生垮訓一 「乘風破浪計
禮堂 整齊體育服

(三) 自我認識 劃」參與學生
中三、中四

8:45 am 9:00am-12:00nn 領柚生訓練 相關同學 禮堂 整齊體育服

6/7 
(約 20 人)

(四)
中小學健康校園交流活動

10:15am 10:30am-ll:00am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本校跳繩隊 有蓋操場 整齊體育服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跳繩
活動)

7/7 8:15 am 8:30 am -lO:OOam 
生命教育(電影)

中一級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五) 10:15am 10:30am-12:00nn 中四級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其他活動:

日期 z員自 時間 t也黑色 負責人(老師)

26/6-27/6 領抽訓練活動 4:00pm-6:00pm 712AB 王志偉 雷俊謙

張彥婷 李敏紅

28/6 謝師宴 6:00pm-l0:00pm 黃金海岸酒店 江珮雯

畢業推班主任

28/6 小學科學活動日參觀 9:30am-ll :30am 科學實驗室 王志偉 余志雄

生物實驗室 凌施茵

712AB 

29/6 
熱血聯盟慶祝活動-熱血聯盟成員

1 :00pm-3 :OOpm 712AB 
李鳳欣魏力

(中一、中二學生約 20 人) 草包小耳色

29/6-3 /7 台灣科學科技體驗之旅 5 日
中五級理科 凌施茵 李智恆

選修同學 陳達人

30/6 
中二西式廚藝探索遊

全日 校外
陳相威 李文晶

(中二級學生約 40 人) 李敏紅

3/7 
中四及中五級坪洲考察

全日 坪洲
陳少茵 曾愛儀

(中四及中五紋中史及歷史還料同學) 唐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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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中小學健康校園交流活動 9:00am-9:40am 保良局方王錦 余志雄陳綺雯

全小學

417-717 聯校創科營 4 日 中國深圳 陳漢源施小聰

中二 Sl1per Class 夏日海洋探索遊
全日 海洋公園

陳相威李敏紅

517 (中二級 Super Class 優勝班) 張佩璿容志恆

中二禮班班會活動 I全日 海洋公園 凌施茵李文晶

617 中小學健康校園交流活動 10:30am-l1:10am 道教青松小學 余志雄陳綺雯

717 中小學健康校園交流活動 9:00am-9 :40am 博愛醫院歷屆 余志雄陳綺雯
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

千禧小學
校內

817 第五屆永隆盃校際射箭邀請賽 7:30am-6:00pm 
(禮堂及籃球場)

江珮雯

己、散學禮練排及散學禮

1.本校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星期一)上午舉行散學禮綠排，除領獎學生外，其他學生不用回

枝上課，請貴家長留意。

2. 散學禮定於七月十一日(星期二)舉行，詳情如下:

時間 中一、中二及中三級 時間 中四及中五級

8:00 am 前 回 校

8:05 am 點名(課室)

8:30 - 9:30 am 散學禮(禮堂) 9:20 am 前 回 校

9:30 - 9 :45 am ，白心~ 9:25 am 點名(課室)

9:45 - 10:00 剖n 派發成績表(課室) 9:50 - 10:50 am 散學禮(禮堂)

10:00 - 11 :30 am 接見家長(課室) 10:50 - 11 :05 剖n ，白、斗S

--- 11 :05 - 11 :20 缸n 派發成績表(課室)

--- 11 :20 - 12:50 pm 接見家長(課室)
'-
3 . 成績表於散學禮後派發，班主任將會約見部份家長，稍後時間班主任將親自聯絡有關家長。

4. 請 貴家長簽署成績表後，於七月十二日(星期三)註冊日交田，請 貴家長留意 。

1:35pm 

貴家長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二零一七年六月分六日



S 1688b-4 

回

敬覆者:

頃閱來函，得悉有關暑期作業、繳交油印及影印費用、對卷日、試後活動週、補課、散學禮及

註冊日事宜 。

級別 | 優惠價 意願(請加上./號)

中三升中四 $94 口學校訂購 口自行購買(27/6 書面向教務主任申請)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名:

二零一七年一一月一一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