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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永隆中學 
二二零零一一八八至至二二零零一一九九年年度度十十一一月月上上課課時時間間、、特特別別溫溫習習周周、、  
上上學學期期考考試試、、聖聖誕誕崇崇拜拜及及聖聖誕誕新新年年假假期期等等事事宜宜((中中一一級級))  

 
敬啟者： 
 
甲. 十一月特別上課時間安排 

1) 本校二零一八年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三, Day 1)邀請中英劇團到校表演(周會節)，當天第 5 至 8
節的上課次序為 6, 7, 8, 5。中一至中三級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五十五分，請 貴家長及同學
留意。 

2) 本校二零一八年十一月廿七日(星期二, Day 1)學生欣賞英語互動話劇(周會節)，當天第 5 至 8
節的上課次序為 6, 7, 8, 5。中一至中五級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五十五分，請 貴家長及同學
留意。 

 
乙. 特別溫習周 

1) 十一月廿七日至十二月六日期間，午膳及放學後的課外活動將會暫停舉行，敬希垂注。 
2) 為了建立同學集體溫習、互相激勵的學習氣氛，十一月廿八日至十二月五日期間會設定為特

別溫習周(包括中六級)，學校於特別溫習周(Day2-Day7)期間會採用以下特別上課時間表上
課。 

時間 課堂  
8:05-8:20 早會(收功課及中央廣播) *學生須於早上 8:00 前回校 
8:20-8:55 第一節課  
8:55-9:30 第二節課  
9:30-9:45 小  息   
9:45-10:20 第三節課  

10:20-10:55 第四節課  
10:55-11:05 小  息  
11:05-11:40 第五節課  
11:40-12:15 第六節課  
12:15-1:20 午  膳   *學生須於上午 1:15 前回校 
1:20-1:55 第七節課  
1:55-2:30 第八節課  
2:30-2:45 小  息   
2:45-3:45 温習課(班主任/助理班主任)  

 
備註：特別上課時間表的上學時間與平時相同，惟每節課堂時間縮減 5 分鐘及增加了最後一
節 60 分鐘的温習課，以讓同學及早開始預備測考。學生須於早上 8:00 前回校；回家或外出
午膳的學生，須於下午 1:15 前回校，放學時間則延至下午 3:45。 
 

3) 十二月六日為 Day 1，仍按特別上課時間表上課。為讓學生能有更充足的準備，當天提早放
學，放學時間為下午 12:50。課堂安排如下： 

時間 課堂  
8:05-8:20 早會(收功課及中央廣播)  *學生須於早上 8:00 前回校 
8:20-8:55 第一節課  
8:55-9:30 第二節課  
9:30-9:45 小  息 (15 分鐘)  
9:45-10:20 第三節課  

10:20-10:55 第四節課  
10:55-11:05 小  息 (10 分鐘)  
11:05-11:40 第六節課  
11:40-12:15 第七節課  
12:15-12:50 第八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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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同學頌於考試當日上午八日寄前回校參加考試。因各科完卷時間略有不同，故放學時間

亦有差別，下午則不用回枝上課，請留意上列時間表並督促 貴子弟善用時間溫習。

@ 考試期內，若因颱風吹襲或暴雨影響，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則停課期間受影響的料自

將會改於 2/1(五)舉行。(例;若 10月2(一)停課，則厚、訂於 10/12 考試的科目，說 2/1(五)

舉行，而原訂於 11/12(二)舉行的考試則照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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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有關聖籠崇拜及假期安排

1) 本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五)舉行全校聖誕學拜聯歡會，是日安排如下;

中四級至中六級

9:30am 回校時間 室點名 8:00am 
9:45am-11 :OOam 崇手干 8: 15am-9:30am 

'‘趾呵司刊““ 仙吋“‘司壘‘
直直 、 唔 、、圖‘﹒唔，直直 直直 趾﹒'‘ 直壘司 司且唔唔 壘、肉，也+ 趾可 圖且

上課室預備聯歡會 11:00am-11:15am 上課室預備聯歡會 9:30am-9 :45am 
..趾呵。"“‘唔‘刊、..、、，呵‘

聯歡會 11: 15am-12:45pm 聯歡會 9:45am-11: 15am 
、 “唔 ‘.~..梢司且‘‘ 司司且

放學 12:45pm 何一 11:巨型一」
2) 聖誕及新年假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廿二日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3) 聖誕及新年假期間本校校舍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廿六日及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暫

停開放，其他日子開放時間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請賣家長及同學留意 o

Jl:!::.至文

貴家長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蜘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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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中一級)

頃閱來函，知悉十一月上課時間、特別溫習周、上學期考試、聖誕奈拜、聖誕新年假期等事宜，

本人定當督促敝子弟善用特問溫習 G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零一入年十一月一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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