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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長通告 067/2019 
【中一級全方位學習日】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年 11月 28 日(星期四)舉辦全方位學習日，中一級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中一級全方位學習日 交通工具 旅遊巴 

活動內容 手作農耕體驗日營 負責老師 潘綺雯老師 

活動地點 一對手農舍 (元朗錦田大江埔村 99號側) 所需費用 全免 (包括午膳) 

集合時間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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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學生可穿著便服，必須穿長褲及運動鞋。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於 11 月 11 日(星期一)前簽妥回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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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責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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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全方位學習日(中一級)】 家長通告 067/2019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將參加 貴校於 2019年 11 月 28日(星期四)舉行之「全方位學習日(中一級)」，

有關詳情亦已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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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2019 
【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年 11月 28 日(星期四)舉辦全方位學習日，中二級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日 交通工具 旅遊巴 

活動內容 旅行日 負責老師 潘敏敏老師 

活動地點 大埔大尾督燒烤區 所需費用 $35 (餘額由學校各項津貼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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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學生可穿著便服，必須穿長褲及運動鞋。 

  

學生須於 11月 7日(星期四)以八達通咭繳交全方位學習日費用($35)。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於 11 月 11 日(星期一)前簽妥回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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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責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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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中二級)】 家長通告 067/2019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將參加 貴校於 2019年 11 月 28日(星期四)舉行之「全方位學習日(中二級)」，

有關詳情亦已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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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sch_admin\schCircular\2019通告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長通告 067/2019 
【中三級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年 11月 28 日(星期四)舉辦全方位學習日，中三級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中三級全方位學習日 交通工具 旅遊巴 

活動內容 動感體驗學習之旅 負責老師 何穎文副校長、蕭滿堂老師 

活動地點 

天際 100(九龍柯士甸道西 1 號環球貿易

廣場 100樓)、SUPERPARK(九龍海輝道

18號一號銀海地下) 

所需費用 
$200 (餘額由學校各項津

貼支付) 

集合時間 8:45 a.m. 解散時間 約 4:30 p.m. 

集合地點 本校操場 解散地點 本校副堂 

備    註 1. 學生可穿著便服，必須穿長褲及運動鞋。 

2. 活動費用已包括入場費及午膳費用。 
   

學生須於 11月 7日(星期四)以八達通咭繳交全方位學習日費用($200)。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於 11 月 11 日(星期一)前簽妥回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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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責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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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中三級)】  家長通告 067/2019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將參加 貴校於 2019年 11 月 28日(星期四)舉行之「全方位學習日(中三級)」，

有關詳情亦已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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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2019 
【中四級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年 11月 28 日(星期四)舉辦全方位學習日，中四級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中四級全方位學習日 交通工具 旅遊巴 

活動內容 旅行日 負責老師 李漢成老師 

活動地點 清水灣郊野公園 所需費用 $35 (餘額由學校各項津貼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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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可穿著便服，必須穿長褲及運動鞋。 

  

學生須於 11月 7日(星期四)以八達通咭繳交堂費($160)及全方位學習日費用($35)，共$195。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於 11 月 11 日(星期一)前簽妥回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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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責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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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中四級)】 家長通告 067/2019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將參加 貴校於 2019年 11 月 28日(星期四)舉行之「全方位學習日(中四級)」，

有關詳情亦已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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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2019 
【中五級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 年 11月 28 日(星期四)舉辦全方位學習日，中五級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中五級全方位學習日 交通工具 旅遊巴 

活動內容 旅行日 負責老師 陳敏嘉老師 

活動地點 
大埔哥爾夫球場(大埔汀角路 70號) 

大尾督燒烤場(汀角村 17號地段) 
所需費用 

$120(餘額由學校各項津

貼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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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可穿著便服，必須穿長褲及運動鞋。 

2.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及任食燒烤費用。 

  

學生須於 11月 7日(星期四)以八達通咭繳交堂費($160)及全方位學習日費用($120)，共$280。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於 11 月 11 日(星期一)前簽妥回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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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責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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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中五級)】 家長通告 067/2019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將參加 貴校於 2019年 11 月 28日(星期四)舉行之「全方位學習日(中五級)」，

有關詳情亦已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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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2019 
【中六級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 

敬啟者： 

 

本校將於 2019 年 11月 28 日(星期四)舉辦全方位學習日，中六級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中六級全方位學習日 交通工具 旅遊巴 

活動內容 旅行 負責老師 蔡莉晶老師、伍子華老師 

活動地點 涌背燒烤場 (船灣新娘潭路) 所需費用 $40 (餘額由學校各項津貼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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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可穿著便服，必須穿長褲及運動鞋。 

  

學生須於 11月 7日(星期四)以八達通咭繳交堂費($160)及全方位學習日費用($40)，共$200。 

 
專此函達，敬請垂注，並請 台端於 11 月 11 日(星期一)前簽妥回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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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責老師聯絡。 

 

此致 

列位中六級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博士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全方位學習日及繳費(中六級)】 家長通告 067/2019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敝子女將參加 貴校於 2019年 11 月 28日(星期四)舉行之「全方位學習日(中六級)」，

有關詳情亦已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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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