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檔號：13-14/071(S1-S3)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敬啟者： 

秋季旅行 (中一至中三) 
 

    本校秋季旅行定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舉行，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下事宜： 
 

（一） 詳請： 

班別 旅行地點 車費 集合時間 到校解散時間 

S1 流水響(八仙嶺郊野公園) $40 8:05 a.m. 4:00 – 4:30 p.m. 
S2 西貢大網仔 $40 8:05 a.m. 4:00 – 4:30 p.m. 
S3 香港仔郊野公園 $47 8:05 a.m. 4:00 – 4:30 p.m. 

 

（二） 旅行當日各學生必須穿著社衫或班衫；黑色或藍色長褲(運動褲或牛仔褲均可)。 

（三） 沒有參加旅行的學生須於當日早上八時零五分回校自修，回校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放

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分。學生必須附上家長信，說明不參加旅行的原因。 

（四） 參加旅行的學生必須細閱秋季旅行學生須知，並遵守須知內的指引。 

（五） 若旅行當天，遇上惡劣天氣，如三號颱風、暴雨或雷暴等，學生仍必須回校。校

方將因應天氣情況決定旅行是否如常舉行，或是改為於校內活動，而放學時間為

三時二十五分。 

（六） 請於十月十八日（星期五）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此致 

各家長 

 

校長 
 

龔廣培謹啟 
 

以上費用將於 11 月下旬以自動轉賬方式從家長所提供之銀行戶口中扣除，本校在轉賬前將會另行通知有關款項詳情。請家長在轉賬日期前

將費用存入付款的銀行戶口內，若因戶口存款不足而無法扣取所需款項，有關扣賬銀行會收取不多於港幣 150 元之手續費（視乎個別銀行而定）。 

凡未有申請以自動轉賬繳費之家長，必須以現金或支票到校務處繳交費用。繳費日期將於 11 月中旬公佈，屆時請著 貴子女將費用交到校
務處。如用支票繳交，支票抬頭為：「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法團校董會」。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 
本校檔號：13-14/071(S1-S3) 

回  條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敬覆者: 

秋季旅行(中一至中三) 
 

  本人已得悉秋季旅行的全部內容，敝子女將 *□參加／□不參加 秋季旅行。 

  此覆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龔校長 

   學生姓名：ˍˍˍˍˍˍˍˍ 

   班    別：ˍˍˍˍˍ（ ） 

家長簽署：ˍˍˍˍˍˍˍˍ 

家長姓名：ˍˍˍˍˍˍˍˍ 

二零一三年十月  日



 

本校檔號：13-14/071(S4)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敬啟者： 

秋季旅行 (中四) 
 

    本校秋季旅行定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舉行，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下事宜： 
 

（一） 詳請： 

班別 旅行地點 集合及解散地點 集合時間 解散時間 

4J, 4L, 4P, 蝴蝶灣 蝴蝶灣燒烤場 9:00 a.m. 4:00 p.m. 

4M, 4S 錦田鄉村俱樂部 
元朗廣場後, 

54, 64K 或 77K 巴士總站
9:00 a.m. 4:00 - 4:30 p.m. 

 

（二） 學生須按時到達集合地點，並向班主任報到。 

（三） 若學生未能準時到達集合地點，將被紀錄遲到一次。 

（四） 旅行當日各學生必須穿著社衫或班衫；黑色或藍色長褲(運動褲或牛仔褲均可)。 

（五） 沒有參加旅行的學生須於當日早上八時零五分回校自修，回校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分。學生必須附上家長信，說明不參加旅行的原因。 

（六） 參加旅行的學生必須細閱秋季旅行學生須知，並遵守須知內的指引。 

（七） 若旅行當天，遇上惡劣天氣，如三號颱風、暴雨或雷暴等，學生仍必須回校。校方將

因應天氣情況決定旅行是否如常舉行，或是改為於校內活動，而放學時間為三時二十

五分。 

（八） 請於十月十八日（星期五）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此致 

各家長 

 校長               

 

龔廣培謹啟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 
本校檔號：13-14/071(S4) 

回  條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敬覆者: 

秋季旅行 (中四) 
 

  本人已得悉秋季旅行的全部內容，敝子女將 *□參加／□不參加 秋季旅行。 

 

  此覆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龔校長 

   學生姓名：ˍˍˍˍˍˍˍˍ 

   班    別：ˍˍˍˍˍ（ ） 

家長簽署：ˍˍˍˍˍˍˍˍ 

家長姓名：ˍˍˍˍˍˍˍˍ 

二零一三年十月  日



本校檔號：13-14/071(S5)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敬啟者： 

秋季旅行 (中五) 
    本校秋季旅行定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舉行，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下事宜： 
 

（一） 詳請： 

班別 旅行地點 集合地點 解散地點 集合時間 解散時間 

5J 咖啡灣 咖啡灣燒烤場 咖啡灣燒烤場 9:00 a.m. 4:00 p.m. 
5L 青山灣 青山灣燒烤場 青山灣燒烤場 9:00 a.m. 4:00 p.m. 
5M 南丫島 中環(四號碼頭) 榕樹灣碼頭 9:30 a.m. 4:00 - 4:30 p.m.
5P 蝴蝶灣 蝴蝶灣燒烤場 蝴蝶灣燒烤場 9:00 a.m. 4:00 p.m. 
5S 南丫島 中環(四號碼頭) 中環(四號碼頭) 9:00 a.m. 4:00 - 4:30 p.m

 

（二） 學生須按時到達集合地點，並向班主任報到。 

（三） 若學生未能準時到達集合地點，將被紀錄遲到一次。 

（四） 旅行當日各學生必須穿著社衫或班衫；黑色或藍色長褲(運動褲或牛仔褲均可)。 

（五） 沒有參加旅行的學生須於當日早上八時零五分回校自修，回校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分。學生必須附上家長信，說明不參加旅行的原因。 

（六） 參加旅行的學生必須細閱秋季旅行學生須知，並遵守須知內的指引。 

（七） 若旅行當天，遇上惡劣天氣，如三號颱風、暴雨或雷暴等，學生仍必須回校。校方將

因應天氣情況決定旅行是否如常舉行，或是改為於校內活動。而放學時間為三時二

十五分。 

（八） 請於十月十八日（星期五）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此致 

各家長 

 校長                

 

龔廣培謹啟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 
本校檔號：13-14/071(S5) 

回  條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敬覆者: 

秋季旅行 (中五) 
 

  本人已得悉秋季旅行的全部內容，敝子女將 *□參加／□不參加 秋季旅行。 
 

  此覆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龔校長 

   學生姓名：ˍˍˍˍˍˍˍˍ 

   班    別：ˍˍˍˍˍ（ ） 

家長簽署：ˍˍˍˍˍˍˍˍ 

家長姓名：ˍˍˍˍˍˍˍˍ 

二零一三年十月  日



本校檔號：13-14/071(S6)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敬啟者： 

秋季旅行 (中六) 
 

    本校秋季旅行定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舉行，敬希 貴家長留意以下事宜： 

（一） 詳請： 

班別 旅行地點 集合及解散地點 集合時間 解散時間 

6J 6L 青山灣 青山灣燒烤場 9:00 a.m. 4:00 p.m. 
6M 南丫島 中環(四號碼頭) 9:30 a.m. 4:00 - 4:30 p.m.
6P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9:15 a.m. 4:30 p.m. 
6S 錦田鄉村俱樂部 元朗廣場後, 54, 64K

或 77K 巴士總站 

9:00 a.m. 4:00 - 4:30 p.m.

 

（二） 學生須按時到達集合地點，並向班主任報到。 

（三） 若學生未能準時到達集合地點，將被紀錄遲到一次。 

（四） 旅行當日各學生必須穿著社衫或班衫；黑色或藍色長褲(運動褲或牛仔褲均可)。 

（五） 沒有參加旅行的學生須於當日早上八時零五分回校自修，回校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分。學生必須附上家長信，說明不參加旅行的原因。 

（六） 參加旅行的學生必須細閱秋季旅行學生須知，並遵守須知內的指引。 

（七） 若旅行當天，遇上惡劣天氣，如三號颱風、暴雨或雷暴等，學生仍必須回校。校方將

因應天氣情況決定旅行是否如常舉行，或是改為於校內活動。而放學時間為三時二

十五分。 

（八） 請於十月十八日（星期五）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此致 

各家長 

 校長                

 

龔廣培謹啟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 
本校檔號：13-14/071(S6) 

回  條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敬覆者: 

秋季旅行 (中六) 
 

  本人已得悉秋季旅行的全部內容，敝子女將 *□參加／□不參加 秋季旅行。 
 

  此覆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龔校長 

   學生姓名：ˍˍˍˍˍˍˍˍ 

   班    別：ˍˍˍˍˍ（ ） 

家長簽署：ˍˍˍˍˍˍˍˍ 

家長姓名：ˍˍˍˍˍˍˍˍ 

二零一三年十月  日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秋季旅行 

學生須知 
 
（一） 所有參加旅行的學生須於當日按時到指定地點集合，亦需按時解散，未能按時出

席者，將被紀錄遲到一次。 

 

（二） 旅行當日各學生必須穿著社衫或班衫、黑色或藍色長褲(運動褲或牛仔褲)及運動

鞋。另外，可自備帽子、雨傘、禦寒衣物及所需藥物。 

 

（三） 必須攜帶身份證，或兒童身份證或學生證。 

 

（四） 不應攜帶違反校規之物件；並必須小心保管個人的財物，如銀包、手提電話等，

如有遺失校方概不負責。 

 

（五） 旅行期間，必須嚴守校規（校規總則），注意個人行為舉止。 

 

（六） 請注意自身安全，必須服從老師的指示，勿游泳和踏單車，或作任何危險行為，

亦不應擅自離隊。如遇到意外時，要保持鎮定，並即時通知老師。 

 

（七） 進行活動時，若感到身體不適，應立即停止活動，並通知老師。 

 

（八） 應保持環境清潔及愛護大自然，將廢物置於垃圾箱內。 

 

（九）  秋冬天氣乾燥，易生山火。燒烤活動只可在郊野公園管理局指定之場地進行，離

開時必須把所有火種徹底弄熄。 

 

(十) 若旅行當天，遇上惡劣天氣，如三號颱風、暴雨或雷暴等，學生仍必須回校。校

方將因應天氣情況決定旅行是否如常舉行，或是改為於校內活動。因此，放學時

間或有更改。 

 

（十一）所有不參加是次旅行者，須於當天早上八時零五分至下午三時二十五分回校自

修。因遲到而未能在集合地點與老師會合者，請勿擅自乘車船到目的地，並應立

刻回校報到及自修至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學生活動組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