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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居嵐丈者:

有關訂購暑期作業、繳交油印及影印費用、對卷 g 、試後活動迪、散學禮2的主冊日事宜，詳列

如下:

申、訂購暑期作業

二零一八五之二零一九年度下學期拱將完結，漫長的暑飯即將來臨，本校已為向學選取合適

的暑期作業，期望各同學能善用餘蝦，籍以溫故知新 g 請 貴家長督促 貴子弟完成暑期作

業，並於下學年問學笠日上課天(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交由班主任。請賣家長填妥下列四
條，並於對春日-t:月斗目(二)當以智能啥繳竟有關實繭，而暑期作業將於放暑假前5位發給貴

子弟。另外，由紛暑期作業出版的數量有限 F 兩本投靠會品最讓葷的纜鐵梅同學

/訂購書故能閉擇最戶，聲色色臂，槽，買醬教育~J豈是土在且也J見鑫積雪里聽纜車，..幫會r'讀
品f會堂接 c

L 、繳究鴻~且是章多邱會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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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學年書單

自行購買，

同學雷於對春日→三月二器(.::..)巍之贊成智能官毒組裝本年度油印及影fp費舟。問學可於內聯

網智能咕繳費系統中，瀏覽有親所需繳付的費膺，請 賣家長留意。

丹、華青春器

中一至中五級對卷白為六丹斗十七日(星期四)至七月4 霞(星期.:::.)。
戶對卷時間表詳，請如下:



會扭轉覽蟲聽聽鑫

接文

峙美麗語文章裝分離上課，上書旱地點與平日報堂招蠅。

做過識f科學習該館官 17 分鐘為過苦難教育耕課堂;接 17 分錐為科學耕課堂。

棘耕學i量最魯曉，書畫館當佇分鐘為科學科課堂;投甘分鐘為進章說教育料課堂。

哥全是聽黨鑫L體單蟲

其文 書是文

做英鸝語文章單身檻上課'J:.草案地點與平盟課堂租用。

輔過織l科學費該館當甘分鐘為主遲識教育聽課堂;撓廿五?錯為科學耕課堂。

的斜學Ii龜魯曉，輩輩輩會當 17 合鐘為科學軒轅賞;後才7 分鐘為主是鐵教剪輯課堂。

里轟轟黨史蟲聽聽鑫

叫其盟譯文章裝分組上碟，上書東地點與平自課堂相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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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意氣復活動起草活動

日期

317 
(三)

417 
(四)

517 
(五)

8/7 
(一)

9/7 
(二)

10/7 
(五)

11 /7 
12/7 

試後活動迫走於七月三日(星期五)至七月十斗目(星期五)進行字活動詳情如下:

說:學生鑽於活動開始前路分錯田棍，著關作連對論 e

t為17(四)將換發下學期考試對分紙，聞學當天事實帶借所有考試眷鞋，會分數的答卷閣攏，品便車令

.當日下午一時前向科替老師瓷搗J及史i旦分數 e

學生回校
時間 活動 參與聞學 場站 備誰

時問

8:30 倒n 8:30am-5 :30pm 創路雄心水土活動自
中一至中三 舊咖啡灣

整齊體育服
相關同學 泳灘

勞工處「青動年劇就場業起點 J 中五故
香i巷

整齊體育服8:45獄n 9:00am-l :30pm 
(Y.E.S.)互 2019 中文大學

-一

8:45am 9:00am-10:30am 戀愛物語 中二級 禮堂 整齊夏季技服

8:15am-8:35am 括對考試分數 課室
中一說

8:00am 8:35am-8:55am 學生會職員選舉 課室 整齊夏季技服 i
9:15am-1l :00am 學生會歌唱比賽(法賽)

至中五、報
禮堂

8:45am 9:00am伽6:00pm
中二超級盃海洋合國勝科 中二、敬

海洋公盟 整齊體育服

之拔 (優勝誰肘)

中四級理科 啦:tt ij!t tt 1H!i 8:45am 9:00am-4:00pm 中四理科專題研習活動 i 
選修生

(五2之六 整齊體育服

樓)

9:45位n 1 O:00am-1 :OOpm 
香港歷史博物館「現代化

中間繞中史組 4支外 整齊夏季校服
之路:共和國七十年J

8:15am 8:30am-9:00滋n 中玉還科講產 中丘級 禮堂 整齊夏季校服

9:20am-10:05am 健康校園講座

9:00am 10:25am-lO:55am 姊妹學校到訪表演 中一紋中五級 禮堂 整齊夏季技服

11:15am-12:00nn 社員大會暨社職員選舉

中四紋玉皇斜
課堂

8:的am 9:00am-4:00pm 中四理科專題研習活動 (五及六 整齊體育服
選修生

樓)

9:15am 9:30am-12:00nn 特工薪火相傳鼓動禮
中且至中五

712 室 整齊體育服
相關向學

8:00am-9:00am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 中六級 禮堂 不適用

8:00am 9:00am-lO:OOam (升學輔導及各詢〉 418,U3B 
4 

電腦一室

中四級理科
課堂

8:45am 9:00位n-4:00pm 中四理科專題研習活動

i是穆生
(五及六 整齊體育服

樓)

9:00am 9:15am-9:45am 四社社職員主還會 相關問學 課堂 整齊體育服

按通告 lO:OOam行:OOpm 領輪訓練活動 相瞬間學 諜室 整齊體育服

9:45am 1 O:OOam-1 :OOpm 
香港歷史博物館「現代化

中五說中史組 校外 整齊夏季技服
之路:共和醫七十年J

9:45am 1 0:00am-5:00pm 續柚訓練活動 相關同學 謀室 整齊夏季校服

9:45am 1 0:00am-5:00pmj 領抽訓練活動 相關同學 課堂 整齊夏季技服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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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昌、教學禮緣排及教學禮

1.本校於零一九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舉行散學禮綠排，除領龔學生外，其他學生不用
四枝上課?請賣家長留意 G

2. 散學禮定於七丹十五日(星期一)舉行，詳情如下:
時聽可 中一直L申翼翼鐵公 ~μ

、 、F 

8:00 am 前 回校

8:05 am 點名(課室)

事:20 - 9:45 a臨 散學禮(禮堂)

9:45 - 10:00 am ，逸這S

10:0。“ 10:15 滋n i康發成績表(課堂〉

10:15 - 11 :45 a臨 接見家長(課室)

3. 成績表於散學禮後~Jt~~去，班主任將會的兌部份家長，牙施，後時聞班主任將親自聯絡有關家長。

4. 請 費家長簽署成績表後，於七月十六日(星顯.::..)誰畸日交凹，請 賣家長留意 e

己、室主惜自

1.註冊臼定於七月十穴El(星期二)舉行會詳

生誰持表及其他相關文件lE1技註拇 e

漫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二零一九年六月廿七日

圓白 條"

S1881a 
敬覆者:

頃聞來函，得悉有關暑期作業、繳交油印及影印費用、對卷昌、吉克復活動週、散學禮及誰冊日

事宜。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二零一九年六月 日

$71 
$50 

學生姓名:

班尉: 班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