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新年託管報名表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童 (非恆常託管學生) 時間︰8:30am - 6:30pm

備註︰費用已包括活動費、膳食費(午膳及茶點)及交通費(如需要)。

課程編號 日期 活動 費用 

AC1902H04
04/02/2019

(星期一)
上午：新春聯歡派對

下午：逛年宵市場
$280

AC1902H08 08/02/2019

(星期五)
上午：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下午：競技大比拼
$280

AC1902H11 11/02/2019

(星期一) 全日：鯉魚門公園渡假村 $280

AC1902H12 12/02/2019

(星期二)

上午：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

下午：創意 DIY
$280

總額

學童姓名︰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必須填寫)︰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

聯絡電話︰(住宅)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必須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填妥之報名表傳真至 3112 4349 或交往本中心 2樓。留位後七天內必須繳付全

部費用。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527 3027 與李姑娘聯絡。

8:00am-8:30am 或 6:30pm-7:00pm 需要加託服務者，請於當天繳付每節$25 加託費。

2019 新年託管日程表

備註︰

 學童每天須帶備水樽及紙巾或手巾。參觀及戶外活動須穿著輕便服裝。

 如有功課輔導時段，學童須自備功課練習及文具。

 4/2/2019為年三十，將提早於 3:30pm 放學。

4/2/2019 及 11/2/2019不設功課輔導時段。

 8:00am-8:30am或6:30pm-7:00pm需要加託服務者，請於當天繳付每節$25加託費。

 活動後會收到相片連結，家長可於網上下載活動相片。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527 3027 與李姑娘聯絡。

＊ ＊ ＊ ＊ 請家長保留此部份 ＊ ＊ ＊ ＊

04/02 08/02 11/02 12/02

(星期一)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

8:30-9:00 安頓

9:00-12:45 新春聯歡派對
衛生教育展覽

及資料中心
鯉

魚

門

公

園

渡

假

村

稻香飲食文化

博物館

12:45-1:30 午膳/小休 午膳/小休 午膳/小休

1:30-3:15 逛年宵市場 競技大比拼 創意 DIY

3:15-4:30

年三十

放 3:30PM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4:30-5:00 茶點時間 茶點時間 茶點時間

5:00-5:30 功課輔導
康樂時間

功課輔導

5:30-6:20 康樂時間 康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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