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ividual: 12)                                                             15-16 年度家長通告\活動\35 (a)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s 學生之甜品班 B」通告 

敬啟者： 

 
為促進初中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及提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本校將於本學年推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特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不同的興趣成長小組 (Living Groups)，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甜品班 B 
活動日期：13/10, 27/10, 24/11, 8/12 (逢 A2)，共 4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家政室 
學生收費：全免。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陳連娣 (生命教育輔導員)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陳連娣 (生命教育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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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a)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s 學生之甜品班 B」通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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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b)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s 學生之甜品班 A」通告 

敬啟者： 

 
為促進初中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及提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本校將於本學年推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特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不同的興趣成長小組 (Living Groups)，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甜品班 A 
活動日期：8/10, 22/10, 19/11, 3/12 (逢 B4)，共 4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家政室 
學生收費：全免。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陳連娣 (生命教育輔導員)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陳連娣 (生命教育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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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b)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s 學生之甜品班 A」通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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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c)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s 學生之化妝班 B」通告 

敬啟者： 

 
為促進初中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及提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本校將於本學年推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特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不同的興趣成長小組 (Living Groups)，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化妝班 B 
活動日期：10/10, 24/10, 31/10, 7/11, 14/11, 21/11, 28/11, 5/12 (逢六)，共 8 堂。 
活動時間：下午 12:30 - 2:00 (1.5 小時) 
活動地點：203 室 
學生收費：全免。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鍾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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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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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c)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s 學生之化妝班 B」通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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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d)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s 學生之化妝班 A」通告 

敬啟者： 

 
為促進初中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及提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本校將於本學年推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特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不同的興趣成長小組 (Living Groups)，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化妝班 A 
活動日期：20/10, 17/11, 1/12, 15/12 (逢 B2)，共 4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402 室 
學生收費：全免。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鍾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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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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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d)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s 學生之化妝班 A」通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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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e)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s 學生之木刻班」通告 

敬啟者： 

 
為促進初中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及提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本校將於本學年推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特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不同的興趣成長小組 (Living Groups)，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木刻班 A 
活動日期：22/10, 19/11, 3/12 (逢 B4)，共 3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G01 
學生收費：全免。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麥露斯 (培育幹事)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麥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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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e)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s 學生之木刻班」通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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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f)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s 學生之木刻班 B」通告 

敬啟者： 

 
為促進初中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及提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本校將於本學年推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特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不同的興趣成長小組 (Living Groups)，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木刻班 B 
活動日期：13/10, 15/10, 27/10, 29/10, 12/11, 24/11, 26/11, 8/12 (逢 A2 A4)，共 8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視藝室 
學生收費：全免。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麥露斯 (培育幹事)  

 
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麥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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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f)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s 學生之木刻班 B」通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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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g)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s 學生之小結他班 C」通告 

敬啟者： 

 
為促進初中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及提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本校將於本學年推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特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不同的興趣成長小組 (Living Groups)，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小結他班 C 
活動日期：10/10, 24/10, 31/10, 7/11, 14/11, 28/11, 5/12 及 12/12 (逢六)，共 8 堂。 
活動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1.5 小時) 
活動地點：202 室 
學生收費：全免。 
裝  備：學校會安排導師及供應所有用具。 
負責老師：陳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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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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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g)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s 學生之小結他班 C」通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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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h)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s 學生之舞蹈班 C」通告 

敬啟者： 

 
為促進初中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及提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本校將於本學年推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特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不同的興趣成長小組 (Living Groups)，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舞蹈班 C 
活動日期：24/10, 31/10, 7/11, 14/11, 21/11, 28/11, 5/12, 12/12 (逢六)，共 8 堂。 
活動時間：上午 11:30 – 下午 1:00 (1.5 小時) 
活動地點：G01 室 
學生收費：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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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h)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s 學生之舞蹈班 C」通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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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i)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Living Groups 學生之魔術班 C」通告 

敬啟者： 

 
為促進初中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及提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本校將於本學年推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特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不同的興趣成長小組 (Living Groups)，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Living Group 1516 魔術班 C 
活動日期：10/10, 24/10, 31/10, 7/11, 14/11, 21/11, 28/11, 及 5/12 (逢六)，共 8 堂。 
活動時間：下午 12:30 - 2:00 (1.5 小時) 
活動地點：204 室 
學生收費：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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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5 (i)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Living Groups 學生之魔術班 C」通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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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