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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四社陸運會造勢大會」、「陸運會」、「預防流感疫苗注射」、 

「中六級修讀企業科及經濟科集體訂閱《校園經濟》」、「集體訂閱明報」 

「中六畢業營」、「李嘉誠基金「善用錢」計劃」家長通告 

 

敬啟者： 
 
一.  四社陸運會造勢大會 

   為加強學生對學校及學社的歸屬感，所有學生須出席『四社陸運會造勢大會』，有關『四社陸運會 

 造勢大會』時間如下： 

 日   期：10 月 5 日 (星期三)  

 時   間：下午 3:45 至 4:45 

 地   點：學校 

備   註：學生當日須穿著整齊體育服配長運動褲回校上課。 
 
二.  陸運會 

(1)  本校將聯同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聯合舉行陸運會，有關陸運會及相關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10 月 7 日 (星期五) 及 10 月 11 日 (星期二) 

  地  點：元朗大球場 

集合時間：上午 8:05 

集合地點：元朗大球場 

解散時間：下午 4:45 (第一天賽事)、下午 4:30 (第二天賽事) 

解散地點：於元朗大球場內自行解散 

  服  飾：體育服 

  建議攜帶物品：紙巾、帽、水樽、毛巾 (所有自攜物品應寫上姓名、班別，以資識別。) 

  備  註：1. 當天學生不可攜帶與學習無關的物品及不宜帶貴重財物。 

     2. 陸運會為本校完整課程的一部份，中一至中六級學生必須出席。學生如因病缺席，

必須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否則將會當作曠課論。 

(2) 本校得到教育局批准 10 月 12 日(星期三)為陸運會補假，學生不用上學。 

 

三. 預防流感疫苗注射 

鑑於每年一月至三月為本港季節性流行感冒的高峰期，為確保本校學生及家長免受流感及其併發

症的威脅，本校特安排教職員、學生及家長於流感高峰期前接受流感疫苗注射。本校是次活動由基督

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提供，並選用由葛蘭素史克藥廠(GlaxoSmithKline) 提供的四價預防流感疫苗

(Fluarix Tetra)，詳情可參閱附件。注射程序安排如下： 

注射日期：201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 

在校學生注射時間：下午 1:30-3:45 

家長/親屬注射時間：下午 3:45-4:15 

地  點：三樓縫紉室 

 費  用：每針 130 元  

交款形式：學生注射費用將於學生証扣除，家長或親屬則於接受注射當天以現金形式支付。 

備  註：注射前，醫護人員會先為同學量度體溫及確保同學身體狀況合適，方會進行注射，如

同學當天因身體不適、缺席或其他原因未能進行注射，將會獲補發一張“流感疫苗補打”

劵，同學/家長可憑劵到附件所示四所健康中心接受注射。 

現隨函附上「注射流感疫苗須知」以供參考。是項疫苗注射計劃參加與否，純屬自願。如 台端

同意讓 貴子女接受此項服務，請填妥附頁「家長/監護人同意書」/「成人參加者同意書」(18 歲以上

人士適用)，並交回學校辦理。 

如欲參與政府疫苗資助計劃之合資格人仕(包括年齡介乎 6 個月至未滿 12 歲或正就讀香港小學之

兒童)，請自行到賽馬會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或其他私家診所接受注射，詳情可瀏覽衛生防護中心之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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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六修讀企業科及經濟科同學集體訂閱《校園經濟》 

 本校將為中六修讀企業科及經濟科的同學集體訂閱《校園經濟》，以作為學科的學習素材及功課素材。

《校園經濟》學生優惠價：每份港幣十元 ($10)，全年共訂五期，費用為港幣五十元 ($50)。 

 

五.  集體訂閱明報 

   為推廣同學閱讀風氣，提高同學對時事的觸覺，本校特安排每循環周兩天為早讀課，另各科亦有時事追

蹤及剪報習作，為配合以上計劃，同學須於每上課天集體訂購明報，學生優惠價：每份港幣二元五角 ($2.50)，

全年共訂七十一份，費用為港幣一百七十七元五角 ($177.50)。  

 

六.  中六畢業營 

歲月匆匆，轉眼間中六同學即將完成三年的新高中課程。隨著緊接而來的文憑試、放榜、升學或就業，同

學們將面對人生重大的轉捩點，本校謹定於 2017 年 5 月 15 至 17 日 舉行「中六畢業營」，由老師、社工

及教會同工陪伴同學一起走過人生的交叉點。現將詳情臚列如下： 

日期：2017 年 5 月 15 至 17 日 (星期一至三) 三日兩夜 

地點：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及 西貢郊野公園 

內容：山野訓練、歷奇活動及福音晚會等 

費用：$1090 

備註： 

1. 所有學生均可申請校方及教會提供的活動費用津貼，只需付港幣$320。 

2. 符合領取綜援、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或有特殊經濟需要的同學，可申請額外$100 

資助，但需先繳交$220，獲減免的費用將於活動後退回。 

3. 入營及離營時間將會另行通知。 

4. 此活動由學校及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合辦。 

 

七.  李嘉誠基金「善用錢」計劃 

李嘉誠基金會與社福機構合作，啟動「善用錢」計劃。計劃將根據有關條款及細則，提倡「善用自主、駛

得啱」精神，以「無條件直接支援」模式，向元朗及離島區的 2017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DSE）考生每人發

放 5,000 港元現金「禮物」，鼓勵同學「善用自主」、善用金錢，紓減他們面對的外在壓力。 

所有本校全日制 2016-2017 學年的中六學生，並符合資格獲准參加 2017 香港中學文憑試，均合資格參與

此計劃。本校會直接向基金會提供所有中六學生的簡單個人資料，包括學生身份及聯絡資料。基金會將於

2016 年 12 月或之前，向參加「善用錢」計劃學生發放每人 5,000 港元「禮物」。 

如有疑問，可致電本校 3156 2500 向班主任或郭世民副校長查詢。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善用錢」計劃詳情，可瀏覽有關網頁: http://www.lksf.org/decidewellspendwisely 

 

敬希  貴家長留意上述事項，並簽署及將回條於翌日交給班主任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請致

電3156-2500與本校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http://www.lksf.org/decidewellspendwi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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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敬覆者： 
 

一. 本人已知悉有關「四社陸運會造勢大會」通告內容。 

二. 本人已知悉有關「陸運會」通告內容，而敝子弟參加陸運會當天比賽的項目如下：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本人已知悉「預防流感疫苗注射」通告內容。 

有關預防流感疫苗注射，本人決定如下：(請以表示) 

敝子女 □ 不擬接受注射。 

□ 擬接受注射，現附上已填妥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及費用一百三十元正($130)*。 

本人 □ 不擬接受注射。 

□ 本人及親屬共______人擬接受注射。（家長及已成年之親屬請填寫「成人參加者同意書」，

並請為未滿 18 歲之親屬填寫「家長／監護人同意書」，費用請於接受流感疫苗注射當日

以現金繳交。） 
 

四. 有關中六修讀企業科及經濟科同學集體訂閱《校園經濟》 
 

 個人訂購  (費用：$50*) 

意向(請加入√)            
 

五. 集體訂閱明報 

 個人訂購  (費用：$177.50*) 

意向(請加入√)  

詳情： 就讀本校的其他兄弟姊妹： 

姓名：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 
 

六. 有關「中六畢業營」，本人之決定如下：(請以表示) 

本人 同意 敝子女參加「中六畢業營」，並申請校方及教會津貼，需繳付營費$320*。 

□  本人欲申請額外減免$100（需先繳付營費$320*，獲減免的$100 將於活動後退回），有關
資料如下： 

 □ 符合領取綜援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 
 □ 有特殊經濟需要，並附上家長申請信。 

 
本人  同意  敝子女參加「中六畢業營」，不需要申請任何津貼，費用為$1090*。 

□ 敝子女身體狀況 適合 進行激烈活動。 
□ 敝子女身體狀況 不適合 進行激烈活動，請註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任何經常性的疾病) 
     畢業營附送營衣一件，同學可自由選取合適尺碼： 
 □ 加大  □ 大     □ 中  □ 小  □ 加小 
 

本人 不同意 敝子女參加「中六畢業營」。 
 

七. 本人同意及接受李嘉誠基金「善用錢」計劃 所有條款及細則。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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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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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