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第 19a號通告 

(只派發給一年級學生) 

有關上學期平日課外活動報名事宜 

敬啟者：  

為了讓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發展，本校將於 星期一、三及四下午 3:30至 4:30時段提供不同類型

的課外活動供學生參與。學生可按不同的興趣選取合適的課外活動(每名學生可按喜好選擇最多 3
項活動，校方會根據參與人數及選擇次序編排)，如個別項目超額報名，則以抽籤形式決定。 

為鼓勵發展學生潛能，本年外聘項目費用由學校承擔，而制服則需自費購買。鑑於部份保母車

未能安排第二輪接送，家長選擇課外活動前 請注意及了解。此外，如參加區本功課輔導班，將不能

參與星期一、四之課外活動，但可 優先參加 星期六之課外活動，詳情稍後見通告。各項課外活動

詳情如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活動時段 備註 

M1 爵士舞 外聘導師 星期一  

M2 數碼音樂 外聘導師 星期一  

M8 創意藝術師 A組 本校老師 星期一  

W1 合唱團 本校老師 星期三 需作甄選 

W2 節奏樂 外聘導師 星期三  

T4 體操 外聘導師 星期四  

T5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 A組 本校老師 星期四  

 

 

 

 

 

 

 

 

 

 

 

 

 

 

請家長填妥通告回條，於 9月 14 日(星期五)前交回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與陳詩雅主任聯絡(學校

電話：2251 9751) 。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陳 章 華 

 

 

 

校車/保母車資料﹕ 

 校車(中港通) – 皇崗   

 校車(中港通) – 深圳灣  

 保母車(菁葒)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本地  
 

註 1﹕保母車(菁葒) – 深圳灣線 及 保母車(張太) 並不設第二輪服務(4:30) 

註 2﹕為方便家長，本校僅提供有關保母車資料，日後如有更改請家長直接與保母車公司聯絡。 



<2018-2019年度第 19a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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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19a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第 19b號通告 

(只派發給二年級學生) 

有關上學期平日課外活動報名事宜 

敬啟者：  

為了讓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發展，本校將於 星期一、三及四下午 3:30至 4:30時段提供不同類型

的課外活動供學生參與。學生可按不同的興趣選取合適的課外活動(每名學生可按喜好選擇最多 3
項活動，校方會根據參與人數及選擇次序編排)，如個別項目超額報名，則以抽籤形式決定。 

為鼓勵發展學生潛能，本年外聘項目費用由學校承擔，而制服則需自費購買。鑑於部份保母車

未能安排第二輪接送，家長選擇課外活動前 請注意及了解。此外，如參加區本功課輔導班，將不能

參與星期一、四之課外活動，但可 優先參加 星期六之課外活動，詳情稍後見通告。各項課外活動

詳情如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活動時段 備註 

M1 爵士舞 外聘導師 星期一  

M2 數碼音樂 外聘導師 星期一  

M5及 W7 田徑 本校老師 星期一及三 需作兩天訓練 

M6 美食小廚神 本校老師 星期一  

M9 創意藝術師 B組 本校老師 星期一  

W1 合唱團 本校老師 星期三 需作甄選 

W2 節奏樂 外聘導師 星期三  

W10 中國舞 外聘導師 星期三 需自費表演服裝 

T4 體操 外聘導師 星期四  

T6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 B組 本校老師 星期四  

 

 

 

 

 

 

 

 

 

 

 

 

 

 

 

請家長填妥通告回條，於 9月 14 日(星期五)前交回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與陳詩雅主任聯絡(學校

電話：2251 9751) 。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陳 章 華 

 

校車/保母車資料﹕ 

 校車(中港通) – 皇崗   

 校車(中港通) – 深圳灣  

 保母車(菁葒)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本地  
 

註 1﹕保母車(菁葒) – 深圳灣線 及 保母車(張太) 並不設第二輪服務(4:30) 

註 2﹕為方便家長，本校僅提供有關保母車資料，日後如有更改請家長直接與保母車公司聯絡。 

 



 

<2018-2019年度第 19b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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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19b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第 19c號通告 

(只派發給三年級學生) 

有關上學期平日課外活動報名事宜 

敬啟者：  

為了讓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發展，本校將於 星期一、三及四下午 3:30至 4:30時段提供不同類型

的課外活動供學生參與。學生可按不同的興趣選取合適的課外活動(每名學生可按喜好選擇最多 3
項活動，校方會根據參與人數及選擇次序編排)，如個別項目超額報名，則以抽籤形式決定。 

為鼓勵發展學生潛能，本年外聘項目費用由學校承擔，而制服則需自費購買。鑑於部份保母車

未能安排第二輪接送，家長選擇課外活動前 請注意及了解。參加區本功課輔導班，將不能參與星期

一、四之課外活動，但可 優先參加 星期六之課外活動，詳情稍後見通告。各項課外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活動時段 備註 

M1 爵士舞 外聘導師 星期一  

M2 數碼音樂 外聘導師 星期一  

M3 小提琴 外聘導師 星期一 需自費購買小提琴 

M5及 W7 田徑 本校老師 星期一及三 需作兩天訓練 

M6 美食小廚神 本校老師 星期一  

M7 賽馬會童心藝術計劃 外聘導師 星期一 該活動已由老師揀選學生 

M10 書法 本校老師 星期一  

W1 合唱團 本校老師 星期三 需作甄選 

W2 節奏樂 外聘導師 星期三  

W3 獨輪車 外聘導師 星期三  

W4 水彩畫 外聘導師 星期三  

W6 校園電視台 本校老師 星期三 需作甄選 

W10 中國舞 外聘導師 星期三 需自費購買表演服裝 

T1 足球 本校老師 星期四  

T2 欖球 本校老師 星期四  

T3 幼童軍 本校老師 星期四 需自費購買制服，男女生均可參加 

T4 體操 外聘導師 星期四 需自費購買表演服裝 

T7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 C組 本校老師 星期四  

 

 

 

 

 

 

 

 

 

 

 

請家長填妥通告回條，於 9月 14 日(星期五)前交回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與陳詩雅主任聯絡(學校

電話：2251 9751) 。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陳 章 華 

校車/保母車資料﹕ 

 校車(中港通) – 皇崗   

 校車(中港通) – 深圳灣  

 保母車(菁葒)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本地  
註 1﹕保母車(菁葒) – 深圳灣線 及 保母車(張太) 並不設第二輪服務(4:30) 

註 2﹕為方便家長，本校僅提供有關保母車資料，日後如有更改請家長直接與保母車公司聯絡。 

 
 



 

<2018-2019年度第 19c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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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19c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第 19d號通告 

(只派發給四年級學生) 

有關上學期平日課外活動報名事宜 

敬啟者：  

為了讓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發展，本校將於 星期一、三及四下午 3:30至 4:30時段提供不同類型

的課外活動供學生參與。學生可按不同的興趣選取合適的課外活動(每名學生可按喜好選擇最多 3
項活動，校方會根據參與人數及選擇次序編排)，如個別項目超額報名，則以抽籤形式決定。 

為鼓勵發展學生潛能，本年外聘項目費用由學校承擔，而制服則需自費購買。鑑於部份保母車

未能安排第二輪接送，家長選擇課外活動前 請注意及了解。此外，如參加區本功課輔導班，將不能

參與星期一、四之課外活動，但可 優先參加 星期六之課外活動，詳情稍後見通告。各項課外活動

詳情如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活動時段 備註 

M3 小提琴 外聘導師 星期一 需自費購買小提琴 

M4 方小機械人隊 本校老師 星期一  

M5及 W7 田徑 本校老師 星期一及三 需作兩天訓練 

M10 書法 本校老師 星期一  

W2 節奏樂 外聘導師 星期三  

W3 獨輪車 外聘導師 星期三  

W4 水彩畫 外聘導師 星期三  

W5 學生團契 天愛堂導師及

本校老師 

星期三  

W6 校園電視台 本校老師 星期三 需作甄選 

W8 Books and Beyond 外聘導師 星期三 該活動已由老師揀選學生 

W9 創意科藝工程 本校老師 星期三  

T1 足球 本校老師 星期四  

T2 欖球 本校老師 星期四  

T3 幼童軍 本校老師 星期四 需自費購買制服，男女生均可參加 

 

校車/保母車資料﹕ 

 校車(中港通) – 皇崗   

 校車(中港通) – 深圳灣  

 保母車(菁葒)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本地  
 

註 1﹕保母車(菁葒) – 深圳灣線 及 保母車(張太) 並不設第二輪服務(4:30) 

註 2﹕為方便家長，本校僅提供有關保母車資料，日後如有更改請家長直接與保母車公司聯絡。 
請家長填妥通告回條，於 9月 14 日(星期五)前交回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與陳詩雅主任聯絡(學校

電話：2251 9751) 。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陳 章 華 



 

<2018-2019年度第 19d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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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19d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第 19e號通告 

(只派發給六年級學生) 

有關上學期平日課外活動報名事宜 

敬啟者：  

為了讓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發展，本校將於 星期一、三及四下午 3:30至 4:30時段提供不同類型

的課外活動供學生參與。學生可按不同的興趣選取合適的課外活動(每名學生可按喜好選擇最多 3
項活動，校方會根據參與人數及選擇次序編排)，如個別項目超額報名，則以抽籤形式決定。 

為鼓勵發展學生潛能，本年外聘項目費用由學校承擔，而制服則需自費購買。鑑於部份保母車

未能安排第二輪接送，家長選擇課外活動前 請注意及了解。此外，如參加區本功課輔導班，將不能

參與星期一、四之課外活動，但可 優先參加 星期六之課外活動，詳情稍後見通告。各項課外活動

詳情如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活動時段 備註 

M3 小提琴 外聘導師 星期一 需自費購買小提琴 

M4 方小機械人隊 本校老師 星期一  

M5及 W7 田徑 本校老師 星期一及三 需作兩天訓練 

M10 書法 本校老師 星期一  

W3 獨輪車 外聘導師 星期三  

W4 水彩畫 外聘導師 星期三  

W5 學生團契 天愛堂導師及

本校老師 

星期三  

W6 校園電視台 本校老師 星期三 需作甄選 

W9 創意科藝工程 本校老師 星期三  

T1 足球 本校老師 星期四  

T3 幼童軍 本校老師 星期四 需自費購買制服，男女生均可參加 

 

 

 

 

 

 

 

 

 

 

 

請家長填妥通告回條，於 9月 14 日(星期五)前交回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與陳詩雅主任聯絡(學校

電話：2251 9751) 。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陳 章 華 

 

 

校車/保母車資料﹕ 

 校車(中港通) – 皇崗   

 校車(中港通) – 深圳灣  

 保母車(菁葒)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福田  

 保母車(福港) – 本地  
 

註 1﹕保母車(菁葒) – 深圳灣線 及 保母車(張太) 並不設第二輪服務(4:30) 

 

 



<2018-2019年度第 19e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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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19e號通告回條>  

(請於 9月 14日(星期五)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通告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奉覆如下：  
(請於各選擇上填上 活動編號，如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請於內加)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   

 不參與本時段課外活動 

 

放學歸程安排: (請於適當的內加) 

家長接送                      校車/保母車（請留意保母車公司提供之服務） 

從學校正門自行離開 

 

此覆 

陳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絡電期：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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