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九十六號 

全方位學習日(中一級)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及老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

正常學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日    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 
地    點：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日營活動 (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  
活動內容：破冰遊戲、城市定向、對箭活動、啟導活動及營地午餐烹飪。 
集合時間：上午 8 時正 集合地點：本校操場 
解散時間：下午 5 時正 解散地點：本校操場 
費  用：130 元 (日營費用 210 元及交通費 43 元，現學校津貼費用 123 元，符合領取學生

活動津助的同學，則毋須繳交費用) 
備註： 
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辦理請

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5.   無故缺席之同學(包括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貼的同學)需於活動後補回是次活動之全部費 
     用(即$253)或補回其差價。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有關費用將於

11 月 23 日(星期五)後，從學生的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九十六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一級)」，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指導，以保安全。

□ 敝子弟領取學生活動津助，是次活動毋須繳費。 

□ 敝子弟並非領取學生活動津助，須繳費用$130。(費用將於學生之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九十七號 

全方位學習日(中二信、望、愛、善班)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及老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

正常學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地點 交通方式 交通費 集合時間/地點 解散時間/地點 

大棠郊野公園 旅遊巴往返 
$ 22  

(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助

的同學，則毋須繳交費用) 

時間：上午 9 時正 
地點：學校 

時間：下午 4 時正 
地點：學校 

備註： 
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辦理請

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5.   無故缺席之同學(包括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貼的同學)需於活動後補回是次活動之費 
     用(即$22)。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有關費用將於

11 月 23 日(星期五)後，從學生的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九十七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二信、望、愛、善班)」，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指

導，以保安全。 
□ 敝子弟領取學生活動津助，是次活動毋須繳費。 

□ 敝子弟並非領取學生活動津助，須繳費用$22。(費用將於學生之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九十八號 

全方位學習日(中二正班)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正常學

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班別 地點 交通方式 交通費 集合時間/地點 解散時間/地點 

二正 長洲  巴士+新渡輪  自備 
交通費 

時間：上午 8 時 55 分 
地點：元朗西巴士總站  

時間：約下午 6 時 45 分 
地點：元朗西巴士總站  

 
備註： 
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同學須自備來回交通費。  
5.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辦理請

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6.   若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助的同學，將可於活動後退回交通費用。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九十八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二正班)」，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指導，以保安全。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九十九號 

全方位學習日(中三級)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及老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

正常學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地點 交通方式 交通費 集合時間/地點 解散時間/地點 

大埔大尾篤 旅遊巴往返 
$20 

(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助的

同學，則毋須繳交費用) 

時間：上午 9時正 

地點：學校 

時間：下午 4時正 

地點：學校 

備註： 
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辦理請

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5.   無故缺席之同學(包括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貼的同學)需於活動後補回是次活動之費 
     用(即$20)。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有關費用將於

11 月 23 日(星期五)後，從學生的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九十九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三級)」，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指導，以保安全。 
□ 敝子弟領取學生活動津助，是次活動毋須繳費。 

□ 敝子弟並非領取學生活動津助，須繳費用$20。(費用將於學生之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一零零號 

全方位學習日(中四信班)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及老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

正常學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班別 地點 建議交通方式 交通費 集合時間/地點 解散時間/地點 

四信 青山灣 輕鐵+接駁巴士 
自備 

交通費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青山灣 

時間：約下午 3時 30分 

地點：青山灣 

 

備註：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  

          辦理請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一零零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四信班)」，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指導，以保安全。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一零一號 

全方位學習日(中四望班)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及老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

正常學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班別 地點 交通方式 交通費 集合時間/地點 解散時間/地點 

四望 石澳 旅遊巴往返 
$35 

(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助的同學，

則毋須繳交費用) 

時間：上午 9時正 
地點：學校 

時間：約下午 5時 
地點：學校 

 
備註：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  
          辦理請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5.   無故缺席之同學(包括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貼的同學)需於活動後補回是次活動之 
          費用(即$35)。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有關費用將於

11 月 23 日(星期五)後，從學生的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一零一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四望班)」，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指導，以保安全。 
□ 敝子弟領取學生活動津助，是次活動毋須繳費。 

□ 敝子弟並非領取學生活動津助，須繳費用$35。(費用將於學生之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一零二號 

全方位學習日(中四愛班)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及老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

正常學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班別 地點 建議交通方式 交通費 集合時間/地點 解散時間/地點 

四愛 蝴蝶灣 輕鐵 自備 
交通費 

時間：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蝴蝶灣燒烤場 

時間：約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蝴蝶灣燒烤場 

 
備註：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  

          辦理請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一零二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四愛班)」，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指導，以保安全。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家長通函第一零三號 

全方位學習日(中五信班)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及老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

正常學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班別 地點 交通方式 交通費 集合時間/地點 解散時間/地點 

五信 赤柱 旅遊巴往返 
$35 

(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助的同學，

則毋須繳交費用) 

時間：上午 9 時正 
地點：學校 

時間：約下午 4 時 
地點：學校 

 
備註： 
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辦理請

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5.   無故缺席之同學(包括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貼的同學)需於活動後補回是次活動之 
    費用(即$35)。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有關費用將於

11 月 23 日(星期五)後，從學生的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一零三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五信班)」，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指導，以保安全。 
□ 敝子弟領取學生活動津助，是次活動毋須繳費。 

□ 敝子弟並非領取學生活動津助，須繳費用$35。(費用將於學生之 eClass 賬戶中扣除)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一零四號 

全方位學習日 (中五望班/五愛班/五善班)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及老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

正常學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班別 地點 建議交通方式 交通費 集合時間/地點 解散時間/地點 

五望 
元朗西鐵 

燒烤樂園 
輕鐵 

自備 
交通費 

時間：上午 9時正 
地點：學校 

時間：約下午 5時 
地點：元朗西鐵燒烤樂園 

五愛 小欖 輕鐵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小欖 

時間：約下午 3時 30分 
地點：小欖 

五善 青山灣 輕鐵+接駁巴士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青山灣 

時間：約下午 3時 30分 
地點：青山灣 

 
備註： 
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同學須自備來回交通費。 
5.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辦理請

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一零四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五望班/五愛班/五善班)」，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

指導，以保安全。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_____班_____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一零五號 

全方位學習日(中六級) 
敬啟者：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除了讓同學可藉著參與全班活動與

同學交流外，更可與班主任及老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是日活動為學校

正常學習活動之一，所有同學均須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地點 建議交通方式 交通費 集合時間/地點 解散時間/地點 

蝴蝶灣 輕鐵 自備 
交通費 

時間：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輕鐵美樂站 

時間：約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輕鐵美樂站 

備註： 
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加活動。 
2. 同學應遵從老師的指導，並注意人身安全。 
3.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學生活動部吳桂常主任聯絡。 
4. 同學須自備來回交通費。 
5.   如學生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出席，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以辦理請

假手續。如未能出示證明，將按校規處理。 
 

* 如遇惡劣天氣，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一零五號，本人同意敝子弟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參加「全方位學習日(中六級)」，並會督促其遵守一切規則和老師指導，以保安全。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日                                             [CKF] 
 

 

副本 
CO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