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德會救主學校 

「夏日樂逍遙」小學部通告        （通告編號 A022a/2020-2021） 
 

敬啟者：本校擬於七月份暑假即將到來期間舉辦一連串活動，藉以豐富學生活動體驗。

此項活動實乃本校課程之一，敬希  貴家長鼓勵 貴子女踴躍參加。茲將有關事項臚列如下：  
 

12/7(一)                                           13/7(二)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一 小二 小三 

9:15-10:15 英文活動 非洲鼓  拉拉隊
舞 

  9:15-10:15  魔術  英文活動  非洲鼓 

10:30-11:30 非洲鼓 拉拉隊
舞 

手工藝  10:30-11:30 拉拉隊
舞 

手工藝 雜耍 

14/7(三) 
 小一 小二 小三 

9:15-10:15 雜耍 魔術 英文活動 

10:30-11:30 手工藝 雜耍 魔術 

（一） 本年夏日樂逍遙活動將會在上午進行。 

（二） 上學及放學時間：上午 8:55 及上午 11:45。 

（三） 校車照常服務，詳情請與保姆聯絡。 

（四） 7月 12 至 14 日活動費用：免費 

（五） 本活動截止報名日期為 6月 30日(三)，逾期恕不受理。 

（六） 學生需穿著整齊夏季運動服回校。 

（七） 活動將聘請校外專業導師到校授教。 

參加者若於活動當日缺席，則作自動棄權論，所有費用一概不予退還。 

  現隨函附上回條，敬希簽章後於 6月 30日(三)前交 貴子女帶返並交班主任彙收，以憑

辦理為荷。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啟 

                                                       (楊靈滙) 

主曆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回 條------------------------------------- 
(通告編號 A022a/2020-2021交回書記組) 

逕覆者： 

本人        敝子女  (姓名：                       班級：              ) 

 

參加 2021年 7月 12至 7月 14日『夏日樂逍遙』活動。 

(如不參加，請詳述原因：                              ) 

 

此覆 

路德會救主學校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一年      月_____日 

 

 

□ 同意 

□ 不同意 



路德會救主學校 

「夏日樂逍遙」小學部通告        （通告編號 A022b/2020-2021） 
 

敬啟者：本校擬於七月份暑假即將到來期間舉辦一連串活動，藉以豐富學生活動體驗。

此項活動實乃本校課程之一，敬希  貴家長鼓勵 貴子女踴躍參加。茲將有關事項臚列如下：  

 

12/7(一)                                           13/7(二) 
 小四 小五 小六   小四 小五 小六 

9:15-10:15 手工藝 雜耍  魔術   9:15-10:15  拉拉隊
舞 

 手工藝  雜耍 

10:30-11:30 雜耍 魔術 英文活動  10:30-11:30 魔術 英文活動 非洲鼓 

14/7(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9:15-10:15 非洲鼓 拉拉隊舞 手工藝 

10:30-11:30 英文活動 非洲鼓 拉拉隊舞 

（八） 本年夏日樂逍遙活動將會在上午進行。 

（九） 上學及放學時間：上午 8:55 及上午 11:45。 

（十） 校車照常服務，詳情請與保姆聯絡。 

（十一） 7月 12 至 14 日活動費用：免費 

（十二） 本活動截止報名日期為 6月 30日(三)，逾期恕不受理。 

（十三） 學生需穿著整齊夏季運動服回校。 

（十四） 活動將聘請校外專業導師到校授教。 

參加者若於活動當日缺席，則作自動棄權論，所有費用一概不予退還。 

  現隨函附上回條，敬希簽章後於 6月 30日(三)前交 貴子女帶返並交班主任彙收，以憑

辦理為荷。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啟 

                                                       (楊靈滙) 

主曆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回 條------------------------------------- 
(通告編號 A022b/2020-2021交回書記組) 

逕覆者： 

本人        敝子女  (姓名：                       班級：              ) 

 

參加 2021年 7月 12至 7月 14日『夏日樂逍遙』活動。 

(如不參加，請詳述原因：                              ) 

 

此覆 

路德會救主學校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一年      月_____日 

 

 

□ 同意 

□ 不同意 



路德會救主學校 

「夏日樂逍遙」中學部通告        （通告編號 A022c/2020-2021） 
 

敬啟者：本校擬於七月份暑假即將到來期間舉辦一連串活動，藉以豐富學生活動體驗。

此項活動實乃本校課程之一，敬希  貴家長鼓勵 貴子女踴躍參加。茲將有關事項臚列如下： 

12/7(一)                                            13/7(二) 

 中一 中二 中三 A 中三 B   中一 中二 中三 A 中三 B 

1:15-2:15 英文

活動 

數學

定向 

雜耍 手工

藝 

 1:15-2:15 雜耍 手工
藝 

英文
活動 

數學
定向 

2:30-3:30 手工

藝 

英文

活動 

數學

定向 

雜耍  2:30-3:30 數學
定向 

雜耍 手工
藝 

英文
活動 

14/7(三) 
 中一 中二 中三 A 中三 B 

1:15-2:15 龍獅

舞 

魔術 飛鏢 躲避

盤 

2:30-3:30 飛鏢 躲避

盤 

龍獅

舞 

魔術 

（十五） 本年夏日樂逍遙活動將會在下午進行。 

（十六） 上學及放學時間：下午 12:55 及下午 3:45。 

（十七） 校車照常服務，詳情請與保姆聯絡。 

（十八） 7月 12 至 14 日活動費用：免費 

（十九） 本活動截止報名日期為 6月 30日(三)，逾期恕不受理。 

（二十） 學生需穿著整齊夏季運動服回校。 

（二十一） 活動將聘請校外專業導師到校授教。 

參加者若於活動當日缺席，則作自動棄權論，所有費用一概不予退還。 

  現隨函附上回條，敬希簽章後於 6月 30日(三)前交 貴子女帶返並交班主任彙收，以憑

辦理為荷。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啟 

                                                       (楊靈滙) 

主曆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回 條------------------------------------- 
(通告編號 A022c/2020-2021交回書記組) 

逕覆者： 

本人        敝子女  (姓名：                       班級：              ) 

 

參加 2021年 7月 12至 7月 14日『夏日樂逍遙』活動。 

(如不參加，請詳述原因：                              ) 

 

此覆 

路德會救主學校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一年      月_____日 

 

□ 同意 

□ 不同意 



路德會救主學校 

「夏日樂逍遙」中學部通告        （通告編號 A022d/2020-2021） 
 

敬啟者：本校擬於七月份暑假即將到來期間舉辦一連串活動，藉以豐富學生活動體驗。

此項活動實乃本校課程之一，敬希  貴家長鼓勵 貴子女踴躍參加。茲將有關事項臚列如下：  

12/7(一)                                            13/7(二) 

 中四 A 中四 B 
/中五 B 

中五 A 中六   中四 A 中四 B 
/中五 B 

中五 A 中六 

1:15-2:15 魔術 龍獅舞 飛鏢 非洲鼓  1:15-2:15  飛鏢  非洲
鼓 

 魔術  龍獅
舞 

2:30-3:30 龍獅 

舞 

飛鏢 非洲 

鼓 

魔術  2:30-3:30  非洲
鼓 

 魔術  龍獅
舞 

 飛鏢 

14/7(三) 
 中四 A 中四 B 

/中五 B 
中五 A 中六 

1:15-2:15  英文
活動 

 英文活
動 

 手工
藝 

 雜耍 

2:30-3:30  手工
藝 

 雜耍  英文
活動 

 英文
活動 

（二十二） 本年夏日樂逍遙活動將會在下午進行。 

（二十三） 上學及放學時間：下午 12:55 及下午 3:45。 

（二十四） 校車照常服務，詳情請與保姆聯絡。 

（二十五） 7月 12 至 14 日活動費用：免費 

（二十六） 本活動截止報名日期為 6月 30日(三)，逾期恕不受理。 

（二十七） 學生需穿著整齊夏季運動服回校。 

（二十八） 活動將聘請校外專業導師到校授教。 

參加者若於活動當日缺席，則作自動棄權論，所有費用一概不予退還。 

  現隨函附上回條，敬希簽章後於 6月 30日(三)前交 貴子女帶返並交班主任彙收，以憑

辦理為荷。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啟 

                                                       (楊靈滙) 

主曆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回 條------------------------------------- 
(通告編號 A022d/2020-2021交回書記組) 

逕覆者： 

本人        敝子女  (姓名：                       班級：              ) 

 

參加 2021年 7月 12至 7月 14日『夏日樂逍遙』活動。 

(如不參加，請詳述原因：                              ) 

此覆 

路德會救主學校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一年      月_____日 

□ 同意 

□ 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