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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年度 

修業旅行（中一級） 

敬啟者： 

 

本校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舉行修業旅行。當日並非假期，如 貴子女因

特別情況未能參加，須依照平日上課時間返校參加由學校編排之活動。有關修業旅行詳情，

敬告 貴家長如下： 

 

1. 活動當天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十五分或以前返回學校。 

2. 各班的負責老師均為各班班主任及學校編配之隨隊教職員。 

3. 學生當天可穿著便服或體育服參加是次活動。 

4. 請所有學生在報名時繳交全費。 

5. 如屬綜援及全額書津的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100；半額書津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50； 

其餘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30，津貼將在活動完結後透過電子繳費系統入回賬款。 

6. 當天活動約四時結束並於本校或上水火車站解散。 

7. 如教育局宣布停課，活動則取消，學生不用回校。 

8. 各班活動地點等資料，已詳列於下表，請參閱。 

 

級別 地點 費用 

中一 屯門小欖燒烤樂園 
膳食費：103 元 

 車費 ： 30 元 } 總額：133 元 

 

本校已實施電子繳費系統，校方將透過  貴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敬請  貴

家長確保戶口有足夠款項繳交相關費用。敬請 貴家長於十一月一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回覆。 

 

此致 

貴家長 

 

黄增祥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修業旅行（中一級） 

回條 (請以電子形式回覆) 

 
敬覆者：  貴校來函有關修業旅行事宜，本人業已知悉，並清楚敝子女健康狀況適合參加上

述活動，及叮囑其遵守規則及注意安全。請從敝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本人確定

有關戶口有足夠款項。 

 

 

此覆 

鳳溪第一中學黃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  別  家長姓名  

班  號  聯絡電話  

二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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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年度 

修業旅行（中二級） 

敬啟者： 

 

本校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舉行修業旅行。當日並非假期，如 貴子女因

特別情況未能參加，須依照平日上課時間返校參加由學校編排之活動。有關修業旅行詳情，

敬告 貴家長如下： 

 

1. 活動當天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十五分或以前返回學校。 

2. 各班的負責老師均為各班班主任及學校編配之隨隊教職員。 

3. 學生當天可穿著便服或體育服參加是次活動。 

4. 請所有學生在報名時繳交全費。 

5. 如屬綜援及全額書津的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100；半額書津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50； 

其餘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30，津貼將在活動完結後透過電子繳費系統入回賬款。 

6. 當天活動約四時結束並於本校或上水火車站解散。 

7. 如教育局宣布停課，活動則取消，學生不用回校。 

8. 各班活動地點等資料，已詳列於下表，請參閱。 

級別 地點 費用 

中二 元朗錦田鄉村俱樂部 
膳食費：138 元 

 車費 ： 27 元 } 總額：165 元 

 

本校已實施電子繳費系統，校方將透過  貴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敬請  貴

家長確保戶口有足夠款項繳交相關費用。敬請 貴家長於十一月一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回覆。 

 

此致 

貴家長 

 

黄增祥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修業旅行（中二級） 

回條 (請以電子形式回覆) 

 
敬覆者：  貴校來函有關修業旅行事宜，本人業已知悉，並清楚敝子女健康狀況適合參加上

述活動，及叮囑其遵守規則及注意安全。請從敝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本人確定

有關戶口有足夠款項。 

 

 

此覆 

鳳溪第一中學黃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  別  家長姓名  

班  號  聯絡電話  

二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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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年度 

修業旅行（中三級） 

敬啟者： 

 

本校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舉行修業旅行。當日並非假期，如 貴子女因

特別情況未能參加，須依照平日上課時間返校參加由學校編排之活動。有關修業旅行詳情，

敬告 貴家長如下： 

 

1. 活動當天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十五分或以前返回學校。 

2. 各班的負責老師均為各班班主任及學校編配之隨隊教職員。 

3. 學生當天可穿著便服或體育服參加是次活動。 

4. 請所有學生在報名時繳交全費。 

5. 如屬綜援及全額書津的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100；半額書津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50； 

其餘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30，津貼將在活動完結後透過電子繳費系統入回賬款。 

6. 當天活動約四時結束並於本校或上水火車站解散。 

7. 如教育局宣布停課，活動則取消，學生不用回校。 

8. 各班活動地點等資料，已詳列於下表，請參閱。 

級別 地點 費用 

中三 元朗大棠荔枝園 
膳食費：125 元 

 車費 ： 30 元 } 總額：155 元 

 

本校已實施電子繳費系統，校方將透過  貴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敬請  貴

家長確保戶口有足夠款項繳交相關費用。敬請 貴家長於十一月一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回覆。 

 

此致 

貴家長 

 

黄增祥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修業旅行（中三級） 

回條 (請以電子形式回覆) 

 
敬覆者：  貴校來函有關修業旅行事宜，本人業已知悉，並清楚敝子女健康狀況適合參加上

述活動，及叮囑其遵守規則及注意安全。請從敝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本人確定

有關戶口有足夠款項。 

 

 

此覆 

鳳溪第一中學黃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  別  家長姓名  

班  號  聯絡電話  

二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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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年度 

修業旅行（中四級） 

敬啟者： 

 

本校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舉行修業旅行。當日並非假期，如 貴子女因

特別情況未能參加，須依照平日上課時間返校參加由學校編排之活動。有關修業旅行詳情，

敬告 貴家長如下： 

1. 活動當天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十五分或以前返回學校，4A 除外。 

2. 各班的負責老師均為各班班主任及學校編配之隨隊教職員。 

3. 學生當天可穿著便服或體育服參加是次活動。 

4. 請所有學生在報名時繳交全費。 

5. 如屬綜援及全額書津的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100；半額書津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50； 

其餘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30，津貼將在活動完結後透過電子繳費系統入回賬款。 

6. 當天活動約四時結束並於本校或上水火車站解散。 

7. 如教育局宣布停課，活動則取消，學生不用回校。 

8. 各班活動地點等資料，已詳列於下表，請參閱。 

級別 地點 自行前往安排 費用 

4A 長洲 
集合時間及地點：9:30 中環五號碼頭 

解散時間及地點：4:15 中環五號碼頭 
膳食及車費：  自行安排 

4B 
屯門舊咖啡

灣 

 

--- 
膳食費：自行安排 

 車費 ： 50 元 } 總額：50 元 

4C 
元朗大棠荔

枝園 

 

--- 
膳食費：125 元 

 車費 ： 30 元 
} 總額：155

元 

4D 
元朗大棠荔

枝園 

 

--- 
膳食費：125 元 

 車費 ： 30 元 
} 總額：155

元 

本校已實施電子繳費系統，校方將透過  貴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敬請  貴

家長確保戶口有足夠款項繳交相關費用。敬請 貴家長於十一月一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回覆。 

此致 

貴家長 

 

黄增祥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修業旅行（中四級） 

回條 (請以電子形式回覆) 

敬覆者：  貴校來函有關修業旅行事宜，本人業已知悉，並清楚敝子女健康狀況適合參加上

述活動，及叮囑其遵守規則及注意安全。請從敝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本人確定

有關戶口有足夠款項。 

 

此覆 

鳳溪第一中學黃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  別  家長姓名  

班  號  聯絡電話  

二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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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年度 

修業旅行（中五級） 

敬啟者： 

 

本校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舉行修業旅行。當日並非假期，如 貴子女因

特別情況未能參加，須依照平日上課時間返校參加由學校編排之活動。有關修業旅行詳情，

敬告 貴家長如下： 

 

1. 活動當天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十五分或以前返回學校。 

2. 各班的負責老師均為各班班主任及學校編配之隨隊教職員。 

3. 學生當天可穿著便服或體育服參加是次活動。 

4. 請所有學生在報名時繳交全費。 

5. 如屬綜援及全額書津的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100；半額書津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50； 

其餘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30，津貼將在活動完結後透過電子繳費系統入回賬款。 

6. 當天活動約四時結束並於本校或上水火車站解散。 

7. 如教育局宣布停課，活動則取消，學生不用回校。 

8. 各班活動地點等資料，已詳列於下表，請參閱。 

級別 地點 費用 

5A 屯門黃金海岸 
膳食費：自行安排 

 車費 ： 37 元 } 總額：37 元 

5B 屯門黃金海岸 
膳食費：自行安排 

 車費 ： 37 元 } 總額：37 元 

5C 屯門黃金海岸 
膳食費：自行安排 

 車費 ： 37 元 } 總額：37 元 

5D 屯門龍鼓灘 
膳食費：130 元 

 車費 ： 40 元 } 總額：170 元 

本校已實施電子繳費系統，校方將透過  貴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敬請  貴

家長確保戶口有足夠款項繳交相關費用。敬請 貴家長於十一月一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回覆。 

 

此致 

貴家長 

黄增祥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修業旅行（中五級） 

回條 (請以電子形式回覆) 

敬覆者：  貴校來函有關修業旅行事宜，本人業已知悉，並清楚敝子女健康狀況適合參加上

述活動，及叮囑其遵守規則及注意安全。請從敝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本人確定

有關戶口有足夠款項。 
 

 
此覆 

鳳溪第一中學黃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  別  家長姓名  

班  號  聯絡電話  

二零     年    月   日 
P058(S6) 



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年度 

修業旅行（中六級） 

敬啟者： 

 

本校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舉行修業旅行。當日並非假期，如 貴子女因

特別情況未能參加，須依照平日上課時間返校參加由學校編排之活動。有關修業旅行詳情，

敬告 貴家長如下： 

 

1. 活動當天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十五分或以前返回學校，6A 及 6B 除外。 

2. 各班的負責老師均為各班班主任及學校編配之隨隊教職員。 

3. 學生當天可穿著便服或體育服參加是次活動。 

4. 請所有學生在報名時繳交全費。 

5. 如屬綜援及全額書津的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100；半額書津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50； 

其餘學生可獲全方位津貼$30，津貼將在活動完結後透過電子繳費系統入回賬款。 

6. 當天活動約四時結束並於本校或上水火車站解散。 

7. 如教育局宣布停課，活動則取消，學生不用回校。 

8. 各班活動地點等資料，已詳列於下表，請參閱。 

級別 地點 自行前往安排 費用 

6A 長洲 
集合時間及地點：9:30 中環五號碼頭 

解散時間及地點：4:15 中環五號碼頭 
膳食及車費：  自行安排 

6B 大埔大尾篤 
集合時間及地點：9:30 大埔墟火車站 

解散時間及地點：4:15 大埔墟火車站 
膳食及車費：  自行安排 

6C 屯門龍鼓灘 
 

--- 
膳食費：130 元 

車費：40 元 } 總額：170 元 

6D 屯門龍鼓灘 
 

--- 
膳食費：130 元 

 車費 ： 40 元 } 總額：170 元 

本校已實施電子繳費系統，校方將透過  貴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敬請  貴

家長確保戶口有足夠款項繳交相關費用。敬請 貴家長於十一月一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回覆。 

 

此致 

貴家長 

黄增祥校長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修業旅行（中六級） 

回條 (請以電子形式回覆) 

敬覆者：  貴校來函有關修業旅行事宜，本人業已知悉，並清楚敝子女健康狀況適合參加上

述活動，及叮囑其遵守規則及注意安全。請從敝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用。本人確定

有關戶口有足夠款項。 
 

 
 

此覆 

鳳溪第一中學黃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  別  家長姓名  

班  號  聯絡電話  

二零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