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4)  14-15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70d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中四級通識科考察」、「中四級大學之旅」、 
「社區教育服務先鋒計劃 2015」及「四社社員大會」家長通告 

 
敬啟者： 
一、 中四級通識科考察 
         為擴展學生的學習領域及跨越教室的學習空間，本校謹定於 3 月 27 日(星期五)安排中四級同   
     學外出進行通識科考察。現將詳情臚列如下： 

     
    日  期：2015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 
  集合時間：上午 8:05 回校 
  解散時間：約下午 4:15 於學校解散 
   備  註：是次活動為課程一部分，學生必須參與 
 
行程及費用：  

 行程（一） 行程（二） 行程（三） 

考察 
地點 

大角咀市建站、 
龍躍頭文物徑 

屯門環保膠粒廠、 
龍躍頭文物徑 

上環文物徑、 
尖沙咀博物館 

費用 
每位學生$90 

（原價$140，獲學校資助$50)
(包括來回車費及午膳) 

每位學生$90 
（原價$140，獲學校資助$50)

(包括來回車費及午膳) 

每位學生$110 
（原價$160，獲學校資助$50)

(包括來回車費及午膳) 

     
二、 中四級大學之旅 

  為了讓同學更了解大學課程及大學校園生活的情況，本校謹安排 貴子弟前往參觀本地大學學

府，希望透過講座講解及實地參觀，令同學能進一步體會大學生活情況。現將詳細資料臚列如下： 

     

        日    期：2015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 
    時    間：下午 1:00 至 4:30 
        費    用：經校方津貼後為$10  (車資原價為$33) 
        解散地點：本校操場  

        備  註：由於是項活動為學校課程之一，同學必須出席。 

 
4A 學號 1-8  

 

恆生管理學院 

4A 學號 9-16  

 

樹仁大學 

4A 學號 17 -25  

 

嶺南大學 

4B 學號 1-9 4B 學號 10-18 4B 學號 19-26 

4C 學號 1-10 4C 學號 11-20 4C 學號 21-30 

4D 學號 1-10 4D 學號 11-20 4D 學號 21-31 

4E 學號 1-11 4E 學號 12-22 4E 學號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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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區教育服務先鋒計劃 2015 

為提昇中四學生策劃義工服務的能力和增加他們參與社區的機會，以及配合新高中課程中「其他

學習經驗」的要求，本校將與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天悅青年空間合作，於 4 月至 7 月期間為全級中四

學生舉行「社 區 教 育 服 務 先 鋒 計 劃 2015」。學生除可透過此計劃學習策劃義工服務的技巧外，

他們亦有機會探訪不同的服務機構和接觸不同的弱勢社群，及參與籌辦以關注弱勢社群需要為主題的

大型社區教育活動。整項計劃之活動，除校內之全方位課程活動外，亦包括探訪及社區教育活動，有

關詳情臚列如下： 

探訪資料 
機構名稱 探訪日期* 探訪班別 

新界婦孺福利會屈柏雨紀念老人中心 

 

25/04 (六) 10am-12:15pm 4A 全班 

02/05 (六) 9am-11:30am 4A 第一組 

09/05 (六) 9am-11:30am 4A 第二組 

16/05 (六) 9am-11:30am 4A 第一組 

23/05 (六) 9am-11:30am 4A 第二組 

關注草根生活聯盟有限公司 

 

24/04 (五) 2:30pm-3:30pm 4B 全班 

02/05 (六) 2pm-4:30pm 4B 第一組 

09/05 (六) 2pm-4:30pm 4B 第二組 

16/05 (六) 2pm-4:30pm 4B 第一組 

23/05 (六) 2pm-4:30pm 4B 第二組 

明愛黃耀南中心 25/04 (六) 2pm-3pm 4C 全班 

02/05 (六) 2pm-4pm 4C 第一組 

09/05 (六) 2pm-4pm 4C 第二組 

23/05 (六) 2pm-4pm 4C 第三組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 (天澤) 18/04 (六) 4pm-5:30pm 4D 全班 

02/05 (六) 11am-12:30pm 4D 第一組 

09/05 (六) 3pm-4:30pm 4D 第二組 

16/05 (六) 3pm-4:30pm 4D 第三組 

香港耀能協會天耀工場及宿舍 (天水圍) 

 

25/04 (六) 2:30pm-4pm 4E 全班 

09/05 (六) 2:30pm-4pm 4E 第一組 

16/05 (六) 2:30pm-4pm 4E 第二組 

23/05 (六) 2:30pm-4pm 4E 第三組 

備註：由於各班前往外出探訪地點有異，故實際集合時間及地點會由各班導師決定。 

社區教育嘉年華資料 

社區教育嘉年華日期 參與班別 地點 
03/07 (五) 8:50am-6pm 中四全級學生 天水圍社區 

 
活動費用：$400（包括課程費用、物資及交通津貼等） 

備註： 
1. 所有學生均可申請校方及有關機構提供的活動費用津貼，只需付港幣$40。 
2. 符合領取綜援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的同學，可獲豁免全部費用。 

查詢：請與學校社工黃定邦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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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社社員大會 
    為了增強同學對四社的歸屬感，本年度上學期的社員大會將於 2015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舉行，所

有同學務必出席，當天全體同學須穿著整齊體育服上學，詳情如下： 

社 地點 時間 

紅社 紅磚地(球場) 

3:30– 4:15p.m.  
黃社 G01 
藍社 Hall 
綠社 Hall2 

當天的班主任課延至 4:15-4:30p.m.進行 

 

敬請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簽署下方回條於翌日交給班主任為盼。如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 2500
與本校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謝洪森 校長)   
二零一五年三月廿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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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中四級通識科考察」、「中四級大學之旅」、「社區教育服務先鋒計劃 2015」及「四社 

社員大會」通告內容。 
 
一、 有關「中四級通識科考察」，本人同意繳交費用如下：(請於適當的 □加上) 

    □  敝子女選擇行程(一)：大角咀市建站、龍躍頭文物徑，故此需繳交費用九十元正 ($90)*。 
□  敝子女選擇行程(二)：屯門環保膠粒廠、龍躍頭文物徑，故此需繳交費用九十元正 ($90)*。 

    □  敝子女選擇行程(三)：上環文物徑、尖沙咀博物館，故此需繳交費用一百一十元正 ($110)*。 
 
二、 有關「中四級大學之旅」，本人同意繳交費用十元正($10)*。 

 

三、 有關「社區教育服務先鋒計劃 2015」，本人需繳費用如下：(以選擇) 
□ 本人申請校方及有關機構的津貼，需繳費用$40*。 
□ 本人符合領取綜援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獲豁免此活動全部費用。 
□ 本人不需要申請任何津貼，需繳費用為$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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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5 年 3 月 23 日或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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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二零一五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