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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為本校旅行日，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 

1. 依照各班主任之指示，準時到達出發地點集合。 

班 級 F5A 

旅行目的地 海洋公園 

集合時間 9:45a.m. 

集合地點 海洋公園正門 

解散時間 3:45p.m. 

解散地點 海洋公園正門 

 2. 遵從班主任或老師之指示，注意秩序、禮貌及安全守則，以免發生危險。 

 3. 旅行日不須穿著校服，唯服裝必須端正。 

4. 旅行日為一項公民及群體教育，請敦促  貴子弟積極參與，並留意上述所載之旅行目

的地、集散地點及時間。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杜玉燕  謹啟 

 

二○一八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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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啟者：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為本校旅行日，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 

1. 依照各班主任之指示，準時到達出發地點集合。 

班 級 F5B 

旅行目的地 大尾篤 

集合時間 9:00a.m. 

集合地點 大埔墟火車站 

解散時間 4:00p.m. 

解散地點 大尾篤 

 2. 遵從班主任或老師之指示，注意秩序、禮貌及安全守則，以免發生危險。 

 3. 旅行日不須穿著校服，唯服裝必須端正。 

4. 旅行日為一項公民及群體教育，請敦促  貴子弟積極參與，並留意上述所載之旅行目

的地、集散地點及時間。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杜玉燕  謹啟 

 

二○一八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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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為本校旅行日，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 

1. 依照各班主任之指示，準時到達出發地點集合。 

班 級 F5C 

旅行目的地 大尾篤 

集合時間 9:00a.m. 

集合地點 大埔墟火車站 

解散時間 4:00p.m. 

解散地點 大尾篤 

 2. 遵從班主任或老師之指示，注意秩序、禮貌及安全守則，以免發生危險。 

 3. 旅行日不須穿著校服，唯服裝必須端正。 

4. 旅行日為一項公民及群體教育，請敦促  貴子弟積極參與，並留意上述所載之旅行目

的地、集散地點及時間。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杜玉燕  謹啟 

 

二○一八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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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為本校旅行日，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 

1. 依照各班主任之指示，準時到達出發地點集合。 

班 級 F5D 

旅行目的地 海洋公園 

集合時間 10:00a.m. 

集合地點 海洋公園地鐵站A出口 

解散時間 5:00p.m. 

解散地點 海洋公園出口 

 2. 遵從班主任或老師之指示，注意秩序、禮貌及安全守則，以免發生危險。 

 3. 旅行日不須穿著校服，唯服裝必須端正。 

4. 旅行日為一項公民及群體教育，請敦促  貴子弟積極參與，並留意上述所載之旅行目

的地、集散地點及時間。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杜玉燕  謹啟 

 

二○一八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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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為本校旅行日，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 

1. 依照各班主任之指示，準時到達出發地點集合。 

班 級 F5E 

旅行目的地 大浪灣、石澳 

集合時間 9:00a.m. 

集合地點 藍灣半島商場麥當勞 

解散時間 4:00p.m. 

解散地點 石澳小巴站 

 2. 遵從班主任或老師之指示，注意秩序、禮貌及安全守則，以免發生危險。 

 3. 旅行日不須穿著校服，唯服裝必須端正。 

4. 旅行日為一項公民及群體教育，請敦促  貴子弟積極參與，並留意上述所載之旅行目

的地、集散地點及時間。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杜玉燕  謹啟 

 

二○一八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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