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34 

敬啟者： 

有關「試後活動」事宜 

本校於 7 月 2 日(星期二)至 7 月 12 日(星期五)期間，舉行一系列全方位學習體驗活動，期間 貴子弟將於指定日子回校參與

有關活動項目。現將安排奉告如下： 

班級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需回校 

日期 

2/7 (星期二) 

5/7 (星期五) 

8/7 (星期一) 

9/7 (星期二) 

11/7 (星期四) 

2/7 (星期二) 

8/7 (星期一) 

9/7 (星期二) 

11/7 (星期四) 

2/7 (星期二) 

5/7 (星期五) 

8/7 (星期一) 

9/7 (星期二) 

2/7 (星期二) 

3/7 (星期三) 

8/7 (星期一) 

11/7 (星期四)(四信及四愛班) 

12/7 (星期五)(四望及四仁班) 

2/7 (星期二) 

8/7 (星期一) 

9/7 (星期二) 

11/7 (星期四) 

 

日期 時間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2/7 

(星期二) 

8:15-8:30 早會 

8:30-10:00 國際綜藝合家歡《濃情集．成長的樂章》 班主任節 

10:00-10:30 小息 

10:30-12:00 班主任節 國際綜藝合家歡《濃情集．成長的樂章》 

其他活動 

台灣文化、科技及升學考察之旅 2019 

活動地點：台灣    對象：部份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活動地點：澳洲    對象：部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3/7 

(星期三) 

8:15-8:30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中四級通識科活動 

(為全日活動) 

(將另行通告) 

學生不用回校 
8:30-10:00 

10:00-10:30 

10:30-12:00 

其他活動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活動地點：澳洲    對象：部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參觀沙嶺警犬隊 

活動地點：沙嶺警犬基地    對象：部份學生 (已另行通告) 

青苗領袖高空歷奇 

活動地點：西灣河協青社    對象：部份學生 (已另行通告) 

4/7 

(星期四) 

8:15-8:30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8:30-10:00 

10:00-10:30 

10:30-12:00 

其他活動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活動地點：澳洲    對象：部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朋輩輔導之伙@計劃：重聚活動 

活動地點：香港遊樂場協會東涌營    對象：部份學生 (將另行通告) 

球隊練習 

籃球、足球、羽毛球、排球及乒乓球校隊同學 (將另行通告) 

5/7 

(星期五) 

8:15-8:30 
中一級 

參觀香港科學館 

(將另行通告) 

學生不用回校 
中三級 

新興運動同樂日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8:30-10:00 

10:00-10:30 

10:30-12:00 

其他活動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活動地點：澳洲    對象：部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朋輩輔導之伙@計劃：重聚活動 

活動地點：香港遊樂場協會東涌營    對象：部份學生 (已另行通告) 

參觀龍圃 

活動地點：龍圃    對象：部份中四學生 (已另行通告) 

環保基金大嶼自然生態探索計劃-中小學重新認識大嶼山活動日 

活動地點：大嶼山水口    對象：部份中四學生 (將另行通告) 

 

(轉後頁) 



日期 時間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8/7 

(星期一) 

8:15-8:30 早會 

8:30-10:00 生命分享會暨嘉許禮 

10:00-10:30 小息 

10:30-12:00 美國新星歌舞表演 

其他活動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活動地點：澳洲    對象：部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參觀龍圃 

活動地點：龍圃    對象：部份中三學生 (已另行通告) 

排球領袖訓練營 (禁毒基金贊助) 

活動地點：香港遊樂場協會銀礦灣戶外康樂營    對象：部份排球隊學生 (已另行通告) 

9/7 

(星期二) 

8:15-8:30 早會 

學生不用回校 

早會 

8:30-10:00 中一英語話劇滙演 學生會活動 

10:00-10:30 小息 小息 

10:30-12:00 2018-19 互動劇場：低碳闊少爺 學生會活動 

其他活動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活動地點：澳洲    對象：部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排球領袖訓練營 (禁毒基金贊助) 

活動地點：香港遊樂場協會銀礦灣戶外康樂營    對象：部份排球隊學生 (已另行通告) 

10/7 

(星期三) 

8:15-8:30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8:30-10:00 

10:00-10:30 

10:30-12:00 

其他活動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活動地點：澳洲    對象：部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排球領袖訓練營 (禁毒基金贊助) 

活動地點：香港遊樂場協會銀礦灣戶外康樂營    對象：部份排球隊學生 (已另行通告) 

文憑試放榜輔導日 

活動地點：學校    對象：中六學生 

11/7 

(星期四) 

8:15-8:30 

中一級參觀展城館 

(將另行通告) 

早會 

學生不用回校 

四信及四愛班 

生涯規劃活動 

(下午 1 時放學) 

(將另行通告) 

早會 

8:30-10:00 班主任節及小息 
循道衛理－生命教育 

電影分享會 
10:00-10:30 

中華文化工作坊 
10:30-12:00 

其他活動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活動地點：澳洲    對象：部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12/7 

(星期五) 

8:15-8:30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學生不用回校 

四望及四仁班 

生涯規劃活動 

(下午 1 時放學) 

(將另行通告) 

學生不用回校 
8:30-10:00 

10:00-10:30 

10:30-12:00 

其他活動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活動地點：澳洲    對象：部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已另行通告) 

結業禮採排 

活動地點：本校禮堂    對象：部份學生 (將另行通知) 

煩請  貴家長簽覆下附回條，並囑咐  貴子弟於六月十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2109 4000 與  貴班班

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羅偉文 
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 
-------------------------------------------------------------------------------------------------------- 

回      條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34 (有關「試後活動」事宜)』內容。 

此覆 
靈糧堂怡文中學 

家長姓名：         (正 楷 ) 

(或監護人)          (簽 署 )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二零一九年六月    日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