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a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譜出生命計劃 1718─A cappella 班 A」通告 

敬啟者： 

 本校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於本年度舉辦一系列以音樂和跳舞為主的正視優勢小組，以發揮學生的潛能及

建立自信心。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譜出生命計劃 1718 - A cappella 班 A  

活動日期：11/10、18/10、25/10、1/11、8/11、22/11、29/11、6/12、13/12、20/12、 

          7/2、28/2、7/3、14/3、21/3、11/4、25/4、2/5、9/5、23/5 (星期三) (共 20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 - 5:30 (1.5 小時) 

活動地點：音樂室 

學生收費：費用全免 

負責老師：葉以琳老師及區愷雪老師 

 

敬希  台端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葉以琳老師及區愷雪老師為荷。 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

請致電 3156 2500 與本校聯絡。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regarding non-Chinese stud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in, the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non-Chinese students at 3156 2500.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a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譜出生命計劃- A capp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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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b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譜出生命計劃 1718─Breaking Dance 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於本年度舉辦一系列以音樂和跳舞為主的正視優勢小組，以發揮學生的潛能及

建立自信心。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譜出生命計劃 1718 -  Breaking Dance 班 

活動日期：14/10、21/10、11/11、18/11、25/11、2/12*、9/12、16/12、3/3、10/3、17/3、24/3、14/4、

21/4、28/4、5/5、12/5、26/5、23/6、30/6 星期六 (共 20 堂) 

活動時間：上午 10:00-11:30 (1.5 小時)  

活動地點：G01 室/*304-305 室 

學生收費：費用全免 

負責老師：梁慧婷老師 

 

敬希  台端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梁慧婷老師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 2500 與本校聯絡。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regarding non-Chinese stud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in, the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non-Chinese students at 3156 2500.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b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譜出生命計劃- Breaking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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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c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譜出生命計劃 1718─Hip Hop 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於本年度舉辦一系列以音樂和跳舞為主的正視優勢小組，以發揮學生的潛能及建

立自信心。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譜出生命計劃 1718 - Hip Hop 班 

活動日期：11/10、25/10、1/11、8/11、22/11、29/11、6/12、13/12、20/12、7/2、28/2、7/3、14/3、

21/3、11/4、25/4、2/5、9/5、23/5、30/5 星期三 (共 20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5:30 (1.5 小時)  

活動地點：G01 室 

學生收費：費用全免 

負責老師：楊貞暘姑娘 

 

敬希  台端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楊貞暘姑娘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 2500 與本校聯絡。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regarding non-Chinese stud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in, the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non-Chinese students at 3156 2500.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c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譜出生命計劃- Hip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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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d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譜出生命計劃 1718─Singing 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於本年度舉辦一系列以音樂和跳舞為主的正視優勢小組，以發揮學生的潛能及建

立自信心。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譜出生命計劃 1718 - Singing 班 

活動日期：20/10、3/11、17/11、1/12、15/12、26/1、2/2、23/3、13/4、11/5、25/5 星期五 (共 11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6:00 (2 小時)  

活動地點：音樂室 

學生收費：費用全免 

負責老師：陳美雲老師 

 

敬希  台端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陳美雲老師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 2500 與本校聯絡。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regarding non-Chinese stud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in, the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non-Chinese students at 3156 2500.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d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譜出生命計劃- S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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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e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譜出生命計劃 1718─電子琴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於本年度舉辦一系列以音樂和跳舞為主的正視優勢小組，以發揮學的潛能及建

立自信心。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譜出生命計劃 1718 - 電子琴班 

活動日期：12/10、19/10、26/10、2/11、9/11、30/11、7/12、14/12、21/12、1/2、  

8/2、1/3、8/3、15/3、22/3、12/4*、26/4*、3/5*、10/5*、24/5* 星期四 (共 20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5:30 / *如要外出上游水堂，則改為 5:00- 6:30 (1.5 小時) 

活動地點：407 室 

學生收費：費用全免 

負責老師：吳沛怡老師 

 

敬希  台端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吳沛怡老師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 2500 與本校聯絡。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regarding non-Chinese stud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in, the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non-Chinese students at 3156 2500.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e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譜出生命計劃- 電子琴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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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f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譜出生命計劃 1718─結他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於本年度舉辦一系列以音樂和跳舞為主的正視優勢小組，以發揮學的潛能及建立

自信心。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譜出生命計劃 1718 - 結他班 

活動日期：11/10、18/10、25/10、1/11、8/11、22/11、29/11、6/12、13/12、20/12、7/2、28/2、7/3、

14/3、21/3、11/4、25/4、2/5、9/5、23/5 星期三 (共 20 堂)  

活動時間：下午 4:00-5:30 (1.5 小時)  

活動地點：205-206 室 

學生收費：費用全免 

負責老師：利鑽嫦姑娘 

 

敬希  台端留意以上通告，並於回條簽名後交給利鑽嫦姑娘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請致電 

3156 2500 與本校聯絡。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regarding non-Chinese stud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in, the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non-Chinese students at 3156 2500.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f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譜出生命計劃- 結他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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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g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譜出生命計劃 1718─鼓班」通告 

敬啟者： 

 本校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於本年度舉辦一系列以音樂和跳舞為主的小組。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活動名稱：譜出生命計劃 1718 - 鼓班 

活動日期：10/10、17/10、24/10、31/10、7/11、21/11、28/11、5/12、12/12、19/12、 

27/2、6/3、13/3、20/3、27/3、10/4*、24/4*、8/5*、15/5、29/5 星期二(共 20 堂) 

活動時間：下午 16:00-17:30 / **如要外出上游水堂，則改為 5:00- 6:30  (1.5 小時)  

活動地點：205-206 室 

學生收費：費用全免 

負責老師：余建衡培育幹事 

 

敬希  台端留意以上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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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校聯絡。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regarding non-Chinese stud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in, the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non-Chinese students at 3156 2500.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 
(Individual :15)                                                           17-18年度家長通告\活動\16g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譜出生命計劃- 鼓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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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