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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永R是中學

:在零三零五主賽于弓子!處亨r.~要暑揖1t養三無家機~p.，異于督教費用之
對拳.a. "詩集護動建立業學禮晃去幫:哩哇哩，事章作立于手"三空?是}

敬屆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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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甲、訂購暑期作業

二零二零五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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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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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並於下學年開學翠日上課天(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交回班主任。請賣家長填妥下列白

條，並於對卷自六月廿八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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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故此，興學哲煞車往里善賀!…勢眾令是:芸.t.~\.哇{::J~芋，晝唔，會-義教:主何，.

請一咚!作-墅~#L~..
v離現 期中J 文三〈繽〉紛 書名 香港教輩育革圖黨書:: (;讀$4書0長對立暑 樂(中一升中二)第二版

升中二 English Summer Homework (S.l-S .2) 校本印製

數學科暑期練習 (中一升中二) 校本印製

暑期中文繽紛樂(中一升中二)第二版 香港教育圖書 $40 $26 
升中三 English Summer Homework (S.2-S.3) 校本印製 1 師:

數學料暑期練習 (中二升中三) 校本印製 --
暑期中文繽紛樂(中三升中四)第二版 香港教育圖書 i $40 $26 
English Summer Homework (S.3-S .4) 校本印製 -- -- 1$26 
數學科暑期練習 (中三升中四) 校本印製 --

升中四 「經香F 學港濟年學中修學(2諱0文2控豆l豆濟年短科第濟同二科割版綜)合 雅集出版社
1 應試練習微觀 根據下學年書單

自行購買
須完成範園:第 4 、 8 及第 9 章共三課

乙、繳交?當 ~p及影印費罵

同學需於對卷自六月廿八日(一)或之前以智能咕鐵交本年度油印及影印費用。同學可於內

聯網智能啥繳費系統中，瀏覽有關所需繳付的費用，請 賣家長留意。

丹、對卷臣
中一至中五級對卷白為六月廿四臼(星期四)至六月廿八日(星期一)。

對卷時間表詳情如下:

空三輩革，數蠱哇~t盈



H英圈語文課分組上諜，上課地點與平日課堂相悶。

的英文l科學，該節首 15 分鐘為英文科課堂;後 15 分鐘為耕學科課堂。

的科學l英文，該節首 15 分鐘為科學斜課堂;後 15 分鐘為英文科課堂。

的中史l中文，該館首估分鐘海中史料課堂;後 15 分鐘為中文科課堂。

料中文l中史，該節首 15 分鐘為中文科課堂;後 15 分鐘為中文料課堂。

tf-=::巍墅蠱哇買主

H英圈語文課分組上諜，上課地點與平日課堂相同。

的科學l通識，該節首 15 分鐘為科學科課堂;後 15 分鐘為通識料課堂。

H通識i科學，該節首 15 分鐘海通識斜課堂;後 15 分鐘為耕學科課堂。

的中史l中文，該節首 15 分鐘為中史耕課堂;後才5 分鐘為中文斜課堂。

的中文l中史，該節首 15 分鐘為中文斜課堂;後 15 分鐘海中史料課堂。

_~t芸盤還妥哇豆豆量生

H英圈語文課分組上諜，上課地點與平日課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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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試後活動過活動

試後活動過定於六月廿九日(星期二)至七月九日(星期五)進行，活動詳情如下:

註:學生須於活動開始前的分鐘田枝，否則作遲封論。

勻。/6(三)將派發下學期考試對分紙，同學當天請帶備所有考試卷包令分數的答卷田枝，以便

於當日下午一時前向耕任老師查詢及更正分數。

日期 回牛立時間 時問 活動 參與同學 場地 f看言主

8:45 9:00am-12:00nn 學生會歌唱比賽(綠排) 相關同學 禮堂

(二) 9 :00am-13 :OOpm 逆風跨代計劃 2.0 中三相關向 712 
學

30/6 8: 15am-8:35am 核對考試分數 諜室

(三) 8:35am心:55am 學生會級代表選舉
中一級

課室

川仰自山ml 三中五級
8:00am 四社社職員選舉 (二樓、四樓 整齊體育服

五六樓)
10:00am-12:00m1 

特工中一級義工活動! 相關同學 712 

中一級豆(五)

二十五周年校慶 中三級 禮堂

同樂自
籃球場 整齊體育服

1:4什叫伽 中四級至 集 i球操場

中五級

5/7 I 9:10am-9:30am 預備升中六講庄 中五級 禮堂 i 整齊夏季校放
(一) 禮堂

整齊夏季校放
中五生涯規畫IJ 活動一

9:00am 9:30am國 12:15pm
各行各業分享

中五級 502-507 
602-607 

9:00am-5 :OOpm 中-級還料講座 中三其是 網上進行

6/7 8:45am 9:00am-9:30am 四社社職員互還會 相關同學 諜~ 整齊夏季校放

(.:::...) 8:45am 9 伽n-î3的問 逆風跨代計劃 2.0 禮堂
中三級相關

小食部 整齊體育放
同學

籃球場

I 9叫 10:00am-12:00nn 生命特工薪火相傳 ;中二級至中

屆主動禮 五乎是相關向 712 
學

7/7(三)
永隆音樂夏祭

禮堂及
整齊夏季校放

網上進行

8/7(四) 703 及 l 整齊夏季校放9:45am 1 0:00am-11 :30am 永隆音樂夏祭
網上進行

9/7山 l2 永隆音樂夏祭 (中四級及中 i 禮堂及 l 整齊夏季校放9:45am 110:OOam-12:00am i 學生會歌唱比賽(決賽) 五級 網上進行

戊、散學禮樣排及散學禮

1.本校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星期五)下午舉行散學禮綠排，除領獎學生外，其他學生不用白

枝上課，請賣家長留意。

2. 散學禮定於七月十二日(星期一)舉行，詳情如下:

時間 中一至中五級

8:的 am 前 回 牛支

8 :45 am 點名(課室)

9:00 - 10:00 am 散學禮(禮堂)

10:00 - 10:15 am ，色這主

10:15 - 10:30 am 派發成績表(課室)

10:30 - 12:30 p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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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時問班主任將親自聯絡有關家長 G

4. 請 賣家長簽署成績表後，於七月十三日(星期二)註冊白交白，請 責家長留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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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註畸自

1.註冊日定於七月十三日(星期二)舉行，詳情如下:

2. 請同學緊記帶齊簽妥的成績表、舊主註冊表及其他相關文件回校註冊。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才算線譜子

二零二一年六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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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復活動迪、散學禮及注冊臼

事宜。

比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二零二一年六月 日

至是鑫嚷

$26 
$26 
$26 

一意顏{請加主~~龍)

口車行購買 (28/6 書面向教務主任申請)

已色行購買 (28/6 書面向教務主任申請)
口自行購買 (28/6 書面向教務主任申請)

學生姓名;

另王別 : 

家長姓名:

家長簽名:

班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