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rl\home\Staff\ Office1\schAdmin\schCircular\2014通告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長通告 291/2014 

【課外活動家長通告】 

 

敬啟者： 貴子弟被甄選參與下列活動，請督促 貴子弟按時出席活動，並在活動進行時注意

安全及秩序，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Summer Fun 學堂 2015」暑期培訓活動 

活動目的： 透過學習小組，校外活動和獎勵計劃，讓學生學習訂立及實踐目標，又幫助學生在

活動中學習融洽相處，使其能過一個充實的暑假 

活動內容：學習小組、戲劇小組、手工藝製作班、「攻防戰」活動，以及外出參觀等活動  

活動日期：2015年 6月至 2015 年 8月【詳見家長通告頁 2】 

活動時間：【詳見家長通各告頁 2】 

活動對象：中一級至中三級學生 

活動名額：15名 

費  用：免費(包括午膳及活動費用) 

負責職員：郭慧貞老師、許良泉輔導員及陳欣嬋輔導助理 

備  註： (1) 活動期間必須穿著校服 

 (2) 為使學生能專心投入活動，活動期間均不得使用手提電話。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2954與負責職員聯絡。 

此致 

貴 家 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阮德富 謹啟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Summer Fun學堂 2015」暑期培訓活動】 家長通告 291/2014 

回 條 

 

敬覆者：本人同意敝子弟參與是項課外活動，並勉勵其積極參與及注意秩序和安全。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 班別： ___ （ ） 

學生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緊急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五年   月   日 

(註： 回條請於 6月 29日前交到 511室許良泉輔導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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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課外活動家長通告】 

<<「Summer Fun 學堂 2015」暑期培訓活動>>活動時間表 

＊註：活動地點或會因場地問題而有所更改，輔導員將及早知會學生有關安排。 

節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 2015年 6月 30日 (二) ~12:00-13:30 活動簡介 
1. 活動前面見 

2. 了解計劃的目標以及內容 
612 室 

2 2015年 7月 2日 (四) 
~12:00-13:00 午膳 

~13:00-15:30 戲劇小組 

1. 午膳 

2. 小組活動：戲劇小組 

612 室及

613 室 

3 2015年 7月 7日 (二) 
~12:00-13:00 午膳 

~13:00-15:30 戲劇小組 

1. 午膳 

2. 小組活動：戲劇小組 

612 室及

613 室 

4 2015年 7月 16日 (四) 

~ 9:30-11:30 學習小組~ 

~12:00-13:00 午膳 

~13:00-15:30 戲劇小組 

1. 學習小組 

2. 午膳 

3. 小組活動： 戲劇小組 

612 室及

613 室 

5 2015年 7月 21日 (二) 

~ 9:30-11:30 學習小組 

~11:30-12:30 午膳 

~13:00 出發, 18:00返抵 

1. 學習小組  

2. 午膳 

3. 外出活動：參觀香港書展 

612 室 

交通：旅遊巴 

6 2015年 7月 28日 (二) 

~ 9:30-11:30 學習小組~ 

~12:00-13:00 午膳 

~13:00-15:30 手工藝 

1. 學習小組 

2. 午膳 

3. 手工藝 

612 室及

613 室 

7 2015年 7月 30日 (四) 

~ 9:30-11:30 am學習小組

~ ~12:00-13:00 pm午膳 

~13:00-15:30 戲劇小組 

1. 學習小組 

2. 午膳 

3. 小組活動：戲劇小組 

612 室及

613 室 

8 2015年 8月 4日 (二) 

~ 9:30-11:30 學習小組 

~ 12:00-13:00 午膳 

~13:00-15:30  

1. 學習小組 

2. 午膳 

3. 攻防箭 

612 室及禮

堂 

9 2015年 8月 6日 (四) 

~ 9:30-11:30 學習小組~ 

~12:00-13:00 午膳 

~13:00-15:30 戲劇小組 

1. 學習小組 

2. 午膳 

3. 小組活動： 戲劇小組 

612 室及

613 室 

10 2015年 8月 11日 (二) 

~ 9:30-11:30 學習小組~ 

~12:00-13:00 午膳 

~13:00-15:30 手工藝 

1. 學習小組 

2. 午膳 

3. 手工藝 

612 室及

613 室 

11 2015年 8月 13日 (四) 

~ 9:30-11:30 學習小組~ 

~12:00-13:00 午膳 

~13:00-15:30 戲劇小組 

1. 學習小組 

2. 午膳 

3. 小組活動： 戲劇小組 

612 室及

613 室 

12 2015年 8月 18日 (二) 
~9:30 集合 

~18:30 返抵 

獎勵活動：如參加者於全期學習

小組中達一定程度的出席率以及

表現，可獲安排參與獎勵活動 

待定 

交通：旅遊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