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7-2018年度第 110c號學校通告 

 

有關「三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全體三年級學生於 2018年 4月 18日(星期三)，在課堂時間內到機電工

程署總部進行戶外學習，活動佔常識科考試評核一部份(佔百分之十)，所有學生必須

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 2018年 4月 18日(星期三) 

地點 機電工程署總部 http://greenbuilding.hkgbc.org.hk/zh/projects/view/24 

啟程時間 上午九時三十分 

回程到校時間 約下午十二時四十分 

車費 $25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傅碧芬老師、杜欣婷老師、溫子康老師、黎健文主任及兩名教學助理 

備註 
1.如學生當天身體不適，請家長致電校方請假，並於翌日交回請假信 

2.學生照常上午八時十分前回校，下午如常上課 

 請填妥回條，並於 4月 11日(星期三)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或陳詩雅老師聯絡。 

 

此致 

各三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2017-2018年度第 110c號通告回條   

 (請於 4月 11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c號通告有關「三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2017-2018年度第 110c號通告回條   

 (請於 4月 11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c號通告有關「三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7-2018年度第 110d號學校通告 

 

有關「五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全體五年級學生於 2018年 5月 31日(星期四)，在課堂時間內到香港

歷史博物館進行戶外學習，活動佔常識科考試評核一部份(佔百分之十)，所有學生必

須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 2018年 5月 31日(星期四) 

地點 香港歷史博物館 http://hk.history.museum/zh_TW/web/mh/ 

啟程時間 上午九時正 

回程到校時間 約下午十二時四十分 

車費 $25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傅振邦主任、李子洋老師及一名教學助理 

備註 
1.如學生當天身體不適，請家長致電校方請假，並於翌日交回請假信 

2.學生照常上午八時十分前回校，下午如常上課 

 請填妥回條，並於 4月 11日(星期三)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或陳詩雅老師聯絡。 

 

此致 

各五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2017-2018年度第 110d號通告回條   

 (請於 5月 4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d號通告有關「五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2017-2018年度第 110d號通告回條   

 (請於 5月 4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d號通告有關「五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7-2018年度第 110e號學校通告 

 

有關「六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全體六年級學生於 2018年 4月 23日(星期一)，在課堂時間內到 T · 

PARK [源· 區]進行常識及英文科戶外學習活動，活動佔常識科考試評核一部份(佔百

分之十)，所有學生必須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 2018年 4月 23日(星期一) 

地點 T · PARK [源· 區]            https://www.tpark.hk/tc/ 

啟程時間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當天六年級學生將提前午膳) 

回程到校時間 約下午二時十分 

車費 $25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黎健文主任、關燕雯主任及一名教學助理 

備註 
1.如學生當天身體不適，請家長致電校方請假，並於翌日交回請假信 

2.學生照常上午八時十分前回校，下午如常上課 

 請填妥回條，並於 4月 11日(星期三) 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或陳詩雅老師聯絡。 

 

此致 

各六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2017-2018年度第 110e號通告回條   

 (請於 4月 11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e號通告有關「六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2017-2018年度第 110e號通告回條   

 (請於 4月 11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e號通告有關「六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7-2018年度第 110a號學校通告 

 

有關「一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全體一年級學生於 2018年 5月 7日(星期一)，在課堂時間內到香港動

植物公園進行戶外學習，活動佔常識科考試評核一部份(佔百分之十)，所有學生必須

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 2018年 5月 7日(星期一) 

地點 香港動植物公園      http://www.lcsd.gov.hk/tc/parks/hkzbg/ 

啟程時間 上午九時正 

回程到校時間 約下午十二時四十分 

車費 $25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傅碧芬老師、麥利老師、陳倩汶老師、陳詩雅老師、李子洋老師及 

兩名教學助理 

備註 
1.如學生當天身體不適，請家長致電校方請假，並於翌日交回請假信 

2.學生照常上午八時十分前回校，下午如常上課 

 請填妥回條，並於 4月 11日(星期三)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或陳詩雅老師聯絡。 

 

此致 

各一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2017-2018年度第 110a號通告回條   

 (請於 4月 11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a號通告有關「一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2017-2018年度第 110a號通告回條   

 (請於 4月 11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a號通告有關「一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7-2018年度 110b號學校通告 

 

有關「二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二年級學生於 2018年 5月 17日(星期四)至 2018年 5月 25日(星期五)

期間，按班分別在課堂時間內到天水圍消防局進行戶外學習，活動佔常識科考試評核

一部份(佔百分之十)，所有學生必須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 

2018年 5月 17日(星期四)二信、2018年 5月 18日(星期五)二望 

2018年 5月 21日(星期一)二愛、2018年 5月 23日(星期三)二仁 

2018年 5月 25日(星期五)二智 

地點 天水圍消防局 

啟程時間 上午十時三十分 

回程到校時間 約下午十二時四十分 

交通安排 步行前往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每次 2人) 

李子洋老師、黃兆聲老師、譚智寅主任、杜欣婷老師、陳詩雅老師、

及兩名教學助理 

備註 
1.如學生當天身體不適，請家長致電校方請假，並於翌日交回請假信 

2.學生照常上午八時十分前回校，下午如常上課 

 請填妥回條，並於 4月 11日(星期三)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或陳詩雅老師聯絡。 

 

此致 

各二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2017-2018年度第 110b號通告回條   

 (請於 5月 4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b號通告有關「二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2017-2018年度第 110b號通告回條   

 (請於 5月 4日前將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110b號通告有關「二年級常識科下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並同意敝子弟出席有關活動。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