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HO SHUN PRIMARY SCHOOL 

2019 至 2020 年度第 44A 號通告 

「小一戶外學習日」 

敬啓者： 

 本校定於十二月五日(星期四)舉行全校學生戶外學習日。一年級目的地為大埔海濱公園，該處提

供多項體育設施，並設有昆蟲屋和多個主題花園，動靜皆宜。園內亦設香港回歸紀念塔，登塔後，吐

露港迷人景致盡收眼底，是一個戶外學習的好地方。活動詳情如下：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十五分                         集合地點：本校 

回程時間：約下午二時                             放學時間：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膳食：自備午膳及飲品(簡單、輕便為主)             服    裝：本校冬季運動服 

費用：$35(已包括車費，部份費用由學校津貼) 

 本次活動為每年學校舉辦之指定課外活動，全級學生均須參與。若家長不同意子女參加戶外學習

日，當天須回校自修學習及自備午膳(上課時間與平日相同)。 

停課措施： 如天文台於當天上午 7 時前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日營活動將會取消。 

           除教育局宣佈停課外，全體學生留校進行學習活動，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備註：1. 是日校車服務如常(下午 4:00)。 

      2. 正在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資助(全津)或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學生，經校方核實後將 

         獲全方位基金津貼資助，並於學期終退回有關費用。 

 

此致 

可信學校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朱遠球校長謹啓  

 

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 
註：如欲查詢有關本通告之內容，請與宋凱琪老師聯絡。 
*此通告可於本校網頁之學校通告內下載。網址:http://www.hoshun.edu.hk 
 
-------------------------------------------------------------------------------------------------------------- 

 

逕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第 44A 號通告有關戶外學習日內容，並 

  (     ) 同意敝子弟參加戶外學習日，同時繳交$35 費用。 

  (     ) 不同意敝子弟參加戶外學習日，原因是：                                 
  
   此覆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校長                                   1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2019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請在選擇的(    )內加「」，並於 21/10/2019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處理。 

 

交班主任存檔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HO SHUN PRIMARY SCHOOL 

2019 至 2020 年度第 44B 號通告 

「戶外學習日」 

敬啓者： 

 本校定於十二月五日(星期四)舉行全校學生戶外學習日。二至三年級目的地為保良局賽馬會大棠

渡假村(大棠大棠山道 31 號)，該處營地環境優美，設施齊備，是一個戶外學習的好地方。活動詳情

如下：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十五分                         集合地點：本校 

回程時間：約下午二時                             放學時間：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膳食：自備午膳及飲品(簡單、輕便為主)             服    裝：本校冬季運動服 

費用：$60(已包括車費及日營費用，部份費用由學校津貼) 

 本次活動為每年學校舉辦之指定課外活動，全校學生均須參與。若家長不同意子女參加戶外學習

日，當天須回校自修學習及自備午膳(上課時間與平日相同)。 

停課措施： 如天文台於當天上午 7 時前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日營活動將會取消。 

           除教育局宣佈停課外，全體學生留校進行學習活動，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備註：1. 是日校車服務如常(下午 4:00)。 

      2. 正在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資助(全津)或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學生，經校方核實後將 

         獲全方位基金津貼資助，並於學期終退回有關費用。 

 

此致 

可信學校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朱遠球校長謹啓  

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 
註：如欲查詢有關本通告之內容，請與宋凱琪老師聯絡。 
*此通告可於本校網頁之學校通告內下載。網址:http://www.hoshu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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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第 44B 號通告有關戶外學習日內容，並 

  (     ) 同意敝子弟參加戶外學習日，同時繳交$60 費用。 

      (     ) 不同意敝子弟參加戶外學習日，原因是：                                 
  
    此覆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2019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請在選擇的(    )內加「」，並於 21/10/2019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處理。 

 

交班主任存檔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HO SHUN PRIMARY SCHOOL 

2019 至 2020 年度第 44C 號通告 

「戶外學習日」 

敬啓者： 

 本校定於十二月五日(星期四)舉行全校學生戶外學習日。四至五年級目的地為麥理浩夫人渡假村

(西貢北潭西貢郊野公園)，該處營地環境優美，設施齊備，是一個戶外學習的好地方。活動詳情如下：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十五分                         集合地點：本校 

回程時間：約下午二時                             放學時間：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膳食：自備午膳及飲品(簡單、輕便為主)             服    裝：本校冬季運動服 

費用：$35(已包括車費及日營費用，部份費用由學校津貼) 

 本次活動為每年學校舉辦之指定課外活動，全校學生均須參與。若家長不同意子女參加戶外學習

日，當天須回校自修學習及自備午膳(上課時間與平日相同)。 

停課措施： 如天文台於當天上午 7 時前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日營活動將會取消。 

           除教育局宣佈停課外，全體學生留校進行學習活動，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備註：1. 是日校車服務如常(下午 4:00)。 

      3. 正在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資助(全津)或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學生，經校方核實後將 

         獲全方位基金津貼資助，並於學期終退回有關費用。 

 

此致 

可信學校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朱遠球校長謹啓  

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 
註：如欲查詢有關本通告之內容，請與宋凱琪老師聯絡。 
*此通告可於本校網頁之學校通告內下載。網址:http://www.hoshu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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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第 44C 號通告有關戶外學習日內容，並 

  (     ) 同意敝子弟參加戶外學習日，同時繳交$35 費用。 

  (     ) 不同意敝子弟參加戶外學習日，原因是：                                 
  
     此覆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校長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2019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請在選擇的(    )內加「」，並於 21/10/2019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處理。 

 

 

交班主任存檔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HO SHUN PRIMARY SCHOOL 

2019 至 2020 年度第 44D 號通告 

「戶外學習日」 

敬啓者： 

 本校定於十二月五日(星期四)舉行全校學生戶外學習日。六年級目的地為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大帽山山麓)，該處營地環境優美，設施齊備，是一個戶外學習的好地方。活動詳情如下：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十五分                         集合地點：本校 

回程時間：約下午二時                             放學時間：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膳食：自備午膳及飲品(簡單、輕便為主)             服    裝：本校冬季運動服 

費用：$36(已包括車費及日營費用，部份費用由學校津貼) 

燒烤費用：$44(包雞翼、豬扒、金沙骨、香腸、墨魚丸、粟米、麵飽。每份燒烤包供應燒烤义、炭、膠碟、餐义、紙 

            巾、炭精蜜糖及毛筆。) 

 本次活動為每年學校舉辦之指定課外活動，全校學生均須參與。若家長不同意子女參加戶外學習

日，當天須回校自修學習及自備午膳(上課時間與平日相同)。 

停課措施： 如天文台於當天上午 7 時前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日營活動將會取消。 

           除教育局宣佈停課外，全體學生留校進行學習活動，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備註：1. 是日校車服務如常(下午 4:00)。 

      3. 正在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資助(全津)或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學生，經校方核實後將 

         獲全方位基金津貼資助，並於學期終退回有關費用。 

此致 

可信學校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朱遠球校長謹啓  

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 
註：如欲查詢有關本通告之內容，請與宋凱琪老師聯絡。 
*此通告可於本校網頁之學校通告內下載。網址:http://www.hoshu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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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第 44D 號通告有關戶外學習日內容，並 

  (     ) 同意敝子弟參加戶外學習日，同時繳交: 

     $36 費用(六年級不燒烤)    $80 費用(六年級包括燒烤) 

  (     ) 不同意敝子弟參加戶外學習日，原因是：                                 
  
   此覆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校長                                     6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2019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請在選擇的(    )內加「」，並於 21/10/2019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處理。 

交班主任存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