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天愛堂 

2015-2016 年度 第 101 號通告 

     有關下學期校牧事工暑假活動「Summer 樂趣 Fun」事宜 

敬啟者： 

     為了讓學生們善用暑假，中華基督教會天愛堂特別安排了豐富及多元化的活動，上課日期由

2016 年 7 月 14 日至 8月 14 日，上課日期及時間詳見下表： 

項目 活動課程 對象 名額 上課時間及日期 費用 

001 籃球班 小四至小六 15 
星期六下午 3:30-5:00 

23、30/7 - 6、13/8（4 堂） 
港幣 230 元

002 
羽毛球 

（球拍自備） 
小四至小六 12 

星期日下午 2:00-3:30 

24、31/7 - 7、14/8（4 堂） 
港幣 250 元

003 
手眼及大肌肉 

遊戲課程 
小一至小三 15 

星期日下午 2:00-3:30 

24、31/7、7、14/8（4 堂） 
港幣 200 元

004 
英文拼讀法/ 會話 

或文法 
小五至小六 25 

星期一至五上 9:30-11:30 

14/7、15/7、18/7、19/7、20/7、

21/7、22/7、25/7、26/7、27/7、

28/7 及 29/7（12 堂） 

*有半小時「心靈小品」 

港幣 300 元

005 
結他班 

（結他自備） 
有興趣者 8 

星期六下午 3:00-4:30 

16/7、23/7、30/7、6/8（4 堂）
港幣 180 元

006 
創意畫班 / 卡通漫畫

班（畫冊及畫筆自備）
小一至小三 8 

星期六上午 10:00-11:30 

16/7、23/7、30/7、6/8（4 堂）
港幣 180 元

007 親子讚美操 小一至小六 25 
星期六上午 9:30-11:00 

16、23、30/7、6、13/8（5 堂）
每人 50 元 

008 
香港歷史博物館 

（親子活動） 
小一至小六 50 1/8 (上午 10:00-下午 2:00) 免費 

009 
參觀消防局 

（親子活動） 
小一至小六 30 8/8 (上午 11:00-下午 12:30) 免費 

注意事項: 

※ 一年級學生必須由家長接送；五、六年級可自行回家或由家長接送。 

※ 有關各活動班費用將在取錄後再發通告安排收費。 

※ 如參加人數超出活動班名額，將以抽籤方法處理。 

※ 如參加人數未達到開班數目，校方將會取消該項活動，並會另行通知。 

※ 倘若參加學生因個人理由缺席上課，將不獲補堂或退款安排。 

※ 凡參與「Summer 樂趣 Fun」的學員及家長，會被邀請於 8月 28 日出席「Summer 樂趣 Fun 大派對」， 

時間下午 2:00-3:30，地點方潤華小學，詳情稍後再作公佈。 
 

 

請家長填妥回條，並於 6月 8 日(三)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處理。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學校 

(電話：2251 9751)與許小姐聯絡。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零一六年六月三日                          陳 章 華  



 

<2015-2016 年度第 101 號通告回條>  
 

(請於 6月 8 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彙集轉交關老師) 

 

敬覆者：本人 *□同意 / □不同意 敝子弟_____班_____________(  )參加暑期學習興趣活動班， 

並經已知悉  貴校第 101 號通告有關下學期校牧事工暑假活動「Summer 樂趣 Fun」通告事宜。

*請在選擇欄以表示參加的項目，請注意各班上課時間。  （只供參加學生填寫） 

選擇欄 活動課程 對象 名額 上課時間及日期 費用 

 籃球班 小四至小六 15 
星期六下午 3:30-5:00 

23、30/7 - 6、13/8（4 堂） 
港幣 230 元

 
羽毛球 

（球拍自備） 
小四至小六 12 

星期日下午 2:00-3:30 

24、31/7 - 7、14/8（4 堂） 
港幣 250 元

 
手眼及大肌肉遊戲

課程 
小一至小三 15 

星期日下午 2:00-3:30 

24、31/7、7、14/8（4 堂） 
港幣 200 元

 
英文拼讀法/ 會話

或文法 
小五至小六 25 

星期一至五上 9:30-11:30 

14/7、15/7、18/7、19/7、20/7、

21/7、22/7、25/7、26/7、27/7、

28/7 及 29/7（12 堂） 

*有半小時「心靈小品」 

港幣 300 元

 
結他班 

（結他自備） 
有興趣者 8 

星期六下午 3:00-4:30 

16/7、23/7、30/7、6/8（4 堂）
港幣 180 元

 

創意畫班 / 卡通

漫畫班（畫冊及畫

筆自備） 

小一至小三 8 
星期六上午 10:00-11:30 

16/7、23/7、30/7、6/8（4 堂）
港幣 180 元

 親子讚美操 小一至小六 25 
星期六上午 9:30-11:00 

16、23、30/7、6、13/8（5 堂）
每人 50 元 

 
香港歷史博物館 

（親子活動） 
小一至小六 50 1/8 (上午 10:00-下午 2:00) 免費 

 
參觀消防局 

（親子活動） 
小一至小六 30 8/8 (上午 11:00-下午 12:30) 免費 

請以()表示歸程方式： 
一年級  五、六年級 

(   )家長接送 (    ) 家長接送 
 (    ) 自行回家 

               

此覆 

陳校長 
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合適的□內加)                                     日    期：二零一六年六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