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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長通告 188/2018 
【中一級全方位學習日】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年 3月 14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內容 旅行 交通工具 旅遊巴 

活動地點 清水灣郊野公園 負責老師 潘敏敏老師 

集合時間 8:15a.m. 集合地點 本校操場 

解散時間 約 4:30p.m. 解散地點 本校正門 

所需費用 $43 

備   註 1. 學生須自行安排午膳。 

2. 於 25/2/2019(星期一)以八達通繳付費用。 

3. 學生須穿著便服、長褲及運動鞋。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簽妥本函之回條，囑 貴子女於 2 月 22 日（星期五）

前交回班主任。倘若活動當日天文台發出黑雨訊號、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或教育局因天氣

惡劣而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學生放假一天。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2954 與潘敏敏老

師聯絡。 

 

此致 

列位中一級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博士 謹啟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中一級全方位學習日】 家長通告 188/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參加於 2019年 3月 14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之安排。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緊急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 班號： ___________  

    學生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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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長通告 188/2018 
【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日】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年 3月 14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內容 海洋公園聰明八爪班教育課程 交通工具 旅遊巴 

活動地點 海洋公園 香港仔黃竹坑道 180號 負責老師 蕭滿堂老師 

集合時間 8:30a.m. 集合地點 本校操場 

解散時間 約 5:00p.m. 解散地點 本校正門 

所需費用 $80 (餘額由學校支付。) 

備    註 1. 學生須自行安排午膳。 

2. 費用已包括車費及入場費。 

3. 於 25/2/2019(星期一)以八達通繳付費用。 

4. 學生須穿著便服、長褲及運動鞋。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簽妥本函之回條，囑 貴子女於 2 月 22 日（星期五）

前交回班主任。倘若活動當日天文台發出黑雨訊號、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或教育局因天氣

惡劣而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學生放假一天。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2954 與蕭滿堂老

師聯絡。 

 

此致 

列位中二級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博士 謹啟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日】 家長通告 188/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參加於 2019年 3月 14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之安排。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緊急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 班號： ___________  

  學生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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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長通告 188/2018 
【中三級全方位學習日】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年 3月 14 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中三級進行生涯規劃活動，

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生涯規劃體驗日 

活動時間 8:05a.m.-3:45p.m. 負責老師 潘綺雯老師 

活動地點 本校 所需費用 $85 

備    註   1. 學生自行安排午膳。 

2. 於 25/2/2019(星期一)以八達通繳付費用。 

3. 學生須穿著便服、長褲及運動鞋。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簽妥本函之回條，囑 貴子女於 2 月 22 日（星期五）

前交回班主任。倘若活動當日天文台發出黑雨訊號、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或教育局因天氣

惡劣而宣佈停課，則取消活動，學生放假一天。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2954 與潘綺雯老師

聯絡。 

 

此致 

列位中三級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博士 謹啟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中三級全方位學習日】 家長通告 188/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參加於 2019年 3月 14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之安排。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緊急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 班號： ___________  

  學生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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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長通告 188/2018 
【中四級全方位學習日】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年 3月 14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內容 生涯規劃 

交通工具 旅遊巴 負責老師 陳敏嘉老師 

活動地點 
明愛專上學院 

(將軍澳翠嶺路 18號) 
所需費用 

$30  

(包括午膳，餘額由學校支付) 

集合時間 8:45 a.m. 解散時間 約 4:15 p.m. 

集合地點 本校操場 解散地點 本校副堂 

備    註 1. 學生須穿著便服、長褲及運動鞋。 

2. 於 25/2/2019(星期一)以八達通繳付費用。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簽妥本函之回條，囑 貴子女於 2 月 22 日（星期五）

前交回班主任。倘若活動當日天文台發出黑雨訊號、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或教育局因天氣

惡劣而宣佈停課，則取消活動，學生放假一天。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2954 與陳敏嘉老師

聯絡。 

 

此致 

列位中四級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博士 謹啟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中四級全方位學習日】 家長通告 188/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參加於 2019年 3月 14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之安排。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緊急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 班號： ___________  

  學生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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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長通告 188/2018 
【中五級全方位學習日】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年 3月 14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內容 旅行 交通工具 旅遊巴 

活動地點 元朗大棠郊野公園 負責老師 李雪儀老師 

集合時間 8:15a.m. 集合地點 本校操場 

解散時間 約 4:45p.m. 解散地點 本校正門 

所需費用 $47 

備   註 1. 學生須自行安排午膳。 

2. 於 25/2/2019(星期一)以八達通繳付費用。 

3. 學生須穿著便服、長褲及運動鞋。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簽妥本函之回條，囑 貴子女於 2 月 22 日（星期五）

前交回班主任。倘若活動當日天文台發出黑雨訊號、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或教育局因天氣

惡劣而宣佈停課，則取消活動，學生放假一天。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2954 與李雪儀老師

聯絡。 

 

此致 

列位中五級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博士 謹啟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中五級全方位學習日】 家長通告 188/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參加於 2019年 3月 14日（星期四）舉行全方位學習日之安排。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緊急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 班號： ___________  

  學生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九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