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a)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針織公仔班 A 班」通告 

敬啟者： 
 

貴子女已被正式接納為下列 Living Group 之成員。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針織公仔班 A 班 
活動日期： 20/10, 22/10, 19/11, 1/12, 3/12 及 15/12 (逢 B2,B4)，共 6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401 室 
學生收費：$50 押金 (完成課程後退回) 
裝  備：6 堂學費共$50，6 堂皆準時出席者，可獲退回全部學費 (經由學生證退款)。 
負責老師：溫翠芳 (課餘託管統籌幹事)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溫翠芳 (課餘託管統籌幹事) 為荷。如對上述事宜

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2500 與本校溫翠芳或鍾玉妍小姐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 

 
---------------------------------------------------------------------------------------------------------------------------------------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a)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針織公仔班 A 班」通告內容，並繳交費用$50*。 

 
*註： 
(1) 所需繳付的費用將由學生證內的餘款扣除。如餘款不足，請家長先行增值，學生可以現金到本校校務處或透過繳

費靈增值，如以繳費靈增值，增值金額必須為$100 或其倍數，服務商會收取每次$2.1 手續費。 
(2) 凡符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並已提交證明文件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學校書簿津貼」全額津貼資格的

學生，將有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資助，此等學生無須繳交是次費用。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5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b)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魔術班 A」通告 

敬啟者： 
 

貴子女已被正式接納為下列 Living Group 之成員。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魔術班 A 
活動日期：20/10, 22/10, 17/11, 19/11, 1/12 及 3/12  (逢 B2,B4)，共 6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501 室 
學生收費：6 堂學費共$50，6 堂皆準時出席者，可獲退回全部學費 (經由學生證退款)。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莊家茵 (生命教育教學助理)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莊家茵 (生命教育教學助理) 為荷。如對上述事宜

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2500 與本校溫翠芳或鍾玉妍小姐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 

 
---------------------------------------------------------------------------------------------------------------------------------------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b)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魔術班 A」通告內容，並繳交費用$50*。 

 
*註： 
(1) 所需繳付的費用將由學生證內的餘款扣除。如餘款不足，請家長先行增值，學生可以現金到本校校務處或透過繳

費靈增值，如以繳費靈增值，增值金額必須為$100 或其倍數，服務商會收取每次$2.1 手續費。 
(2) 凡符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並已提交證明文件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學校書簿津貼」全額津貼資格的

學生，將有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資助，此等學生無須繳交是次費用。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5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c)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舞蹈班 B」通告 

敬啟者： 
 

貴子女已被正式接納為下列 Living Group 之成員。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舞蹈班 B 
活動日期：13/10, 15/10, 27/10, 29/10, 12/11, 24/11, 26/11, 8/12, 10/12 及 17/12 (逢 A2,A4)，共 10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5:30 (1.5 小時) 
活動地點：207 室 
學生收費：10 堂學費共$50，10 堂皆準時出席者，可獲退回全部學費 (經由學生證退款)。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余建衡 (培育幹事)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余建衡 (培育幹事) 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

請致電 3156-2500 與本校溫翠芳或鍾玉妍小姐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 

 
---------------------------------------------------------------------------------------------------------------------------------------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c)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舞蹈班 B」通告內容，並繳交費用$50*。 

 
*註： 
(1) 所需繳付的費用將由學生證內的餘款扣除。如餘款不足，請家長先行增值，學生可以現金到本校校務處或透過繳

費靈增值，如以繳費靈增值，增值金額必須為$100 或其倍數，服務商會收取每次$2.1 手續費。 
(2) 凡符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並已提交證明文件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學校書簿津貼」全額津貼資格的

學生，將有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資助，此等學生無須繳交是次費用。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5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d)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魔術班 B」通告 

敬啟者： 
 

貴子女已被正式接納為下列 Living Group 之成員。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魔術班 B 
活動日期：13/10, 20/10, 27/10, 17/11, 24/11, 1/12, 8/12 及 15/12 (逢 A2,B2)，共 8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5:30  (1.5 小時) 
活動地點：404 室 
學生收費：8 堂學費共$50，8 堂皆準時出席者，可獲退回全部學費 (經由學生證退款)。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莊家茵 (生命教育教學助理)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莊家茵 (生命教育教學助理) 為荷。如對上述事宜

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2500 與本校溫翠芳或鍾玉妍小姐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 

 
---------------------------------------------------------------------------------------------------------------------------------------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d)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魔術班 B」通告內容，並繳交費用$50*。 

 
*註： 
(1) 所需繳付的費用將由學生證內的餘款扣除。如餘款不足，請家長先行增值，學生可以現金到本校校務處或透過繳

費靈增值，如以繳費靈增值，增值金額必須為$100 或其倍數，服務商會收取每次$2.1 手續費。 
(2) 凡符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並已提交證明文件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學校書簿津貼」全額津貼資格的

學生，將有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資助，此等學生無須繳交是次費用。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5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e)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舞蹈班 A」通告 

敬啟者： 
 

貴子女已被正式接納為下列 Living Group 之成員。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舞蹈班 A 
活動日期：20/10, 22/10, 17/11, 19/11, 1/12, 3/12, 15/12 及 17/12 (逢 B2,B4)，共 8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207 室 
學生收費：8 堂學費共$50，8 堂皆準時出席者，可獲退回全部學費 (經由學生證退款)。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余建衡 (培育幹事)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余建衡 (培育幹事) 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

請致電 3156-2500 與本校溫翠芳或鍾玉妍小姐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 

 
---------------------------------------------------------------------------------------------------------------------------------------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e)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舞蹈班 A」通告內容，並繳交費用$50*。 

 
*註： 
(1) 所需繳付的費用將由學生證內的餘款扣除。如餘款不足，請家長先行增值，學生可以現金到本校校務處或透過繳

費靈增值，如以繳費靈增值，增值金額必須為$100 或其倍數，服務商會收取每次$2.1 手續費。 
(2) 凡符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並已提交證明文件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學校書簿津貼」全額津貼資格的

學生，將有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資助，此等學生無須繳交是次費用。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5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f)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琴班 A」通告 

敬啟者： 
 

貴子女已被正式接納為下列 Living Group 之成員。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琴班 A 
活動日期：26/10, 28/10, 9/11, 16/11, 18/11, 23/11, 25/11, 30/11 及 2/12 (逢一，三)，共 9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207 室 
學生收費：9 堂學費共$50，9 堂皆準時出席者，可獲退回全部學費 (經由學生證退款)。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黎彩燕 (生命教育發展主任 )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黎彩燕 (生命教育發展主任 ) 為荷。如對上述事宜

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2500 與本校溫翠芳或鍾玉妍小姐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 

 
---------------------------------------------------------------------------------------------------------------------------------------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34 (f)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 學生收費之琴班 A」通告內容，並繳交費用$50*。 
 
*註： 
(1) 所需繳付的費用將由學生證內的餘款扣除。如餘款不足，請家長先行增值，學生可以現金到本校校務處或透過繳

費靈增值，如以繳費靈增值，增值金額必須為$100 或其倍數，服務商會收取每次$2.1 手續費。 
(2) 凡符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並已提交證明文件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學校書簿津貼」全額津貼資格的

學生，將有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資助，此等學生無須繳交是次費用。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5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