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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永隆中學

三零一_.七乏了毛零人每度鐘之立持阿拉影ßp費用'- . .~
對鑫.a ..詩後走動通..補課?快樂學、禮疼-諱:冊月.事~~L中明)

敬敢者: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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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列如下 :

甲、繳交油印及影印費用

同學需於對卷日六月二十七日(三)或之前以智能咕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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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乙、對卷日
中一 、 中二、中四及中五級對卷日為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一)至二十七日(星期三) 。

對卷時間表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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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文課分組上課，上課地點與平日課堂相同。

帥數學課分組上課，上課地點典平日課堂相同。

帥選修科目分組土諜，上課地點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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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試後活動週活動

試後活動過定於六月廿八日(星期四)至七月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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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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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當日上午十一時前向科任老師查詢反史正分數。。

日期
學生回校

時間 活動 參與同學 場地 備言主

時間

中四級導引課程活動
IVE 

校外集合 8:00am-12:30pm [IVE( Tsing Yi ) Taster 中四級
(Tsing Yi) 

整齊體育服

Programme] 
28/6 參加相關計劃
(四) 8:45am 9:00am-ll :OOam 個人發展(CDF)

的同學
禮堂 整齊體育服

10:45am 11 :00am-12:30pm 「 乘風破浪」 師友計劃
參加相關計劃

217 整齊體育服
的同學

8:15am-8:30am 核對考試分數
中一級

言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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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9: 15am-12:00nn 學生會歌唱比賽(決賽)
至中五級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五) 1:45pm 2:00pm-4:00pm 中四級理科專題研習 修讀物理、 課室 整齊夏季校服

(理工大學) 化學及生物

同學(中四)

8:45am 9:00am-lO:00am 中三選料 中三F及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中三級)

3/7 
(二) 9 :45am 1 0:00am-1 0:30am 花式跳繩表演及交流 本校跳繩及 小食部 整齊體育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 相關同學

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4/7 8:45am 9:00am-ll :30am 好好戀愛工作坊 中二級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三)

5/7 10:00am 10:15am-12:15pm 英語音樂劇 中三至中五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四)

9:15am 9:30am-12:00nn 生命特工激動禮 相關同學 712 整齊體育服

6/7 
(中三至中五)

按通告 9:00am-4:00pm 「 乘風破浪 」 師友計劃 參加相關計劃 703 整齊體育服

(五)
的同學

7:00 pm 7:30pm -9:30pm 英語音樂劇 中一及中二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丁、試後活動週及暑假補課

1. 除了需要回校參與活動的學生外，其他學生不用回校上諜，請貴家長留意 。

2. 試後活動週及暑假補課資料詳情請參下表 。

3. 同學必須靠著整齊捧起理拉贊嘆。
4. 同學如因病未能出席補課，必須按照正常程序請假，並於復課後第一天將家長信交到校務處 。

5. )已，J!壘起聲贊~~岐凰琴空三月雙起墊j暫三個， J等住處分之

日期 班別 科目 科任老師 時間 士也黑色

7 月 16 日(一) 中四 物理 陳詠恩老師 1 :00pm-4:00pm 202 

7 月 20 日(五) 中四 物理 陳詠恩老師 1 :00pm-4 :00pm 202 

8 月 10 日(五) 中四 物理 陳詠恩老師 1 :00pm-4:00pm 202 

8 月 13 日(一) 中四 物理 陳詠恩老師 1 :00pm-4:00pm 202 

8 月 15 日(三) 中四 物理 陳詠恩老師 1 :00pm-4:00pm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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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散學禮綠排及散學禮

1.本校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九日(星期一)上午舉行散學禮味排，除領獎學生外，其他學生不用回

校上課，請貴家長留意 。

2. 散學禮定於七月十日(星期二)舉行，詳情如下 :

時間 中一至中五級

8:00 am 前 回 校

8:05 am 點名(課室)

8:20 - 9 :45 am 散學禮(禮堂)

9:45 - 10:00 am ，白~ 

10:00 - 10:15 am 派發成績表(課室)

10:15 - 11: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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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七月十一日(星期三)註冊日交曰，請 責家長留意 。

己、誰冊日

1.註冊日定於七月十二日(星期三)舉行，詳情如下 :

時間
"."~ 

內容
、明

1:30pm 前 學生回校(課室)

1:35pm 學生註冊

2:00pm 放學

2. 請同學緊記帶齊簽妥的成績表、舊生註冊表及其他相關文件回校註冊 。

二零一八年六月廿五日

回

敬覆者:

頃閱來函，得悉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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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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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六月一一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