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39A1號學校通告 

 

有關「三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三年級(三信、三望、三智)學生於 2018年 11月 13日(星期二)，在課

堂時間內到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進行戶外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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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3日(星期二) 

地點 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 (九龍灣啓成街 3號) 

啟程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分 

回程到校時間 下午十二時四十分 

車費 $30 (將於電子繳費戶口扣除，暫勿繳交)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嚴佩雯老師、黃詠蘭老師、杜欣婷老師、黎健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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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6日(星期五) 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聯絡。 

 

此致 

各三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2018-2019 年度第 39A1 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A1號通告有關「三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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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39A1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A1號通告有關「三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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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39A2號學校通告 

 

有關「三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三年級(三愛、三仁)學生於 2018年 11月 14日(星期三)，在課堂時間

內到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進行戶外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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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4日(星期三) 

地點 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 (九龍灣啓成街 3號) 

啟程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分 

回程到校時間 下午十二時四十分 

車費 $30 (將於電子繳費戶口扣除，暫勿繳交)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傅碧芬老師、溫子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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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6日(星期五) 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聯絡。 

 

此致 

各三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2018-2019 年度第 39A2 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A2號通告有關「三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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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39A2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A2號通告有關「三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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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39B1號學校通告 

 

有關「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四年級(四信)學生於 2018年 11月 8日(星期四)，在課堂時間內到零

碳天地進行戶外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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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8日(星期四) 

地點 零碳天地 (九龍灣常悅道 8號) 

啟程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分 

回程到校時間 下午十二時四十分 

車費 $30 (將於電子繳費戶口扣除，暫勿繳交)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莊明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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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6日(星期五) 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聯絡。 

 

此致 

各四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2018-2019 年度第 39B1 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B1號通告有關「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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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39B1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B1號通告有關「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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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39B2號學校通告 

 

有關「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四年級(四望)學生於 2018年 11月 22日(星期四)，在課堂時間內到零

碳天地進行戶外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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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2日(星期四) 

地點 零碳天地 (九龍灣常悅道 8號) 

啟程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分 

回程到校時間 下午十二時四十分 

車費 $30 (將於電子繳費戶口扣除，暫勿繳交)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黎健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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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6日(星期五) 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聯絡。 

 

此致 

各四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2018-2019 年度第 39B2 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B2號通告有關「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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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39B2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B2號通告有關「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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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39B3號學校通告 

 

有關「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四年級(四愛)學生於 2018年 11月 30日(星期五)，在課堂時間內到零

碳天地進行戶外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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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30日(星期五) 

地點 零碳天地 (九龍灣常悅道 8號) 

啟程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分 

回程到校時間 下午十二時四十分 

車費 $30 (將於電子繳費戶口扣除，暫勿繳交) 

服裝 穿著整齊運動服 

帶隊老師 陳詩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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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6日(星期五) 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聯絡。 

 

此致 

各四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2018-2019 年度第 39B3 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 39B3號通告有關「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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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39B3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 39B3號通告有關「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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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年度 39C號學校通告 

 

有關「六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將安排全體六年級學生於 2018年 11月 12日(星期一)，在課堂時間內到立法

會綜合大樓進行戶外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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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2日(星期一) 

地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 (金鐘立法會道 1號) 

啟程時間 上午九時四十分 

回程到校時間 下午一時四十分 

車費 $30 (將於電子繳費戶口扣除，暫勿繳交) 

服裝 穿著整齊校服 

帶隊老師 黃兆聲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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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6日(星期五) 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251 9751與黎健文主任聯絡。 

 

此致 

各四年級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 章 華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2018-2019 年度第 39C 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C號通告有關「六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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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第 39C號通告回條   

 (請於 10月 26日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處理)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第39C號通告有關「六年級常識科上學期戶外學習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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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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