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Y.L.P.M.S. Alumni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地址：元朗公園北路 2號     電話：2475 0328     傳真：2474 7289 

電郵地址：info@ylaps.edu.hk  學校網址：http://www.ylaps.edu.hk 

                    課外活動通告            ECA176a/2018 

「2018-2019 試後活動」(此通告只發給四年級學生) 
各位家長： 

為了讓學生能夠善用考試後的學習時間，讓學生放鬆之餘，也能夠增廣見聞，擴闊視野，

現學校為 貴子弟準備了下列活動，詳情如下: 

 
備    註：1.回條請於 6月 26日前交予班主任。 

          2.請於 7月 3日前於學生 PPS電子繳費戶口內存入有關款項。 

          3.舉行活動前 2小時，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懸掛三號或以上強風 

            信號，或教育局當天因事停課，活動將取消。 

          4.學生當天將依照正常時間回校上課及放學。 

5.如學生因特別原因未能參加活動，將被安排於其他班別上課。  

          6.凡為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及賽馬會基金計劃的學生，可豁免全部費用。  
     
                                                                    課外活動組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   

「2018-2019 試後活動」(四年級)回條      ECA176a/2018   
敬覆者:  

    本人同意敝子弟 四勤 班 學生                (   ) (原放學隊伍       )參加上述 

活動，並已督促敝子弟在活動期間依從老師之指導，注意安全，以免招致損傷。 

 
□ 本人將於 7月 3 日前在敝子弟之 PPS電子繳費戶口存入＄48。 

 

    此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日  期:                  

註：回條於 6月 26日（星期三）前交回班主任             聯絡電話:                  

 

                          

日    期：2019年 7月 10日  時    間：8：30am－11：15am 

地    點：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火炭)   服    裝：體 育 服 裝  

費    用：＄48（車費）   

領隊老師：文嘉慧老師 

mailto:info@ylaps.edu.hk
http://www.ylaps.edu.hk/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Y.L.P.M.S. Alumni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地址：元朗公園北路 2號     電話：2475 0328     傳真：2474 7289 

電郵地址：info@ylaps.edu.hk  學校網址：http://www.ylaps.edu.hk 

                             課外活動通告            ECA176b/2018 

「2018-2019 試後活動」(此通告只發給四年級學生) 
各位家長： 

為了讓學生能夠善用考試後的學習時間，讓學生放鬆之餘，也能夠增廣見聞，擴闊視野，

現學校為 貴子弟準備了下列活動，詳情如下: 

   
備    註：1.回條請於 6月 26日前交予班主任。 

          2.請於 7月 3日前於學生 PPS電子繳費戶口內存入有關款項。 

          3.舉行活動前 2小時，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懸掛三號或以上強風 

            信號，或教育局當天因事停課，活動將取消。 

          4.學生當天將依照正常時間回校上課及放學。 

5.如學生因特別原因未能參加活動，將被安排於其他班別上課。  

          6.凡為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及賽馬會基金計劃的學生，可豁免全部費用。  
     
                                                                    課外活動組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   

「2018-2019 試後活動」(四年級)回條      ECA176b/2018   
敬覆者:  

    本人同意敝子弟 四孝 班 學生                (   ) (原放學隊伍       )參加上述 

活動，並已督促敝子弟在活動期間依從老師之指導，注意安全，以免招致損傷。 

 
□ 本人將於 7月 3 日前在敝子弟之 PPS電子繳費戶口存入＄48。 

 

    此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日  期:                  

註：回條於 6月 26日（星期三）前交回班主任             聯絡電話:                  

 

 
 

日    期：2019年 7月 10日  時    間：8：30am－11：15am 

地    點：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火炭)   服    裝：體 育 服 裝  

費    用：＄48（車費）   

領隊老師：馮綺樺老師 

mailto:info@ylaps.edu.hk
http://www.ylaps.edu.hk/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Y.L.P.M.S. Alumni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地址：元朗公園北路 2號     電話：2475 0328     傳真：2474 7289 

電郵地址：info@ylaps.edu.hk  學校網址：http://www.ylaps.edu.hk 

                             課外活動通告            ECA176c/2018 

「2018-2019 試後活動」(此通告只發給四年級學生) 
各位家長： 

為了讓學生能夠善用考試後的學習時間，讓學生放鬆之餘，也能夠增廣見聞，擴闊視野，

現學校為 貴子弟準備了下列活動，詳情如下: 

   
備    註：1.回條請於 6月 26日前交予班主任。 

          2.請於 7月 3日前於學生 PPS電子繳費戶口內存入有關款項。 

          3.舉行活動前 2小時，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懸掛三號或以上強風 

            信號，或教育局當天因事停課，活動將取消。 

          4.學生當天將依照正常時間回校上課及放學。 

5.如學生因特別原因未能參加活動，將被安排於其他班別上課。  

          6.凡為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及賽馬會基金計劃的學生，可豁免全部費用。  
     
                                                                    課外活動組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   

「2018-2019 試後活動」(四年級)回條      ECA176c/2018   
敬覆者:  

    本人同意敝子弟 四友 班 學生                (   ) (原放學隊伍       )參加上述 

活動，並已督促敝子弟在活動期間依從老師之指導，注意安全，以免招致損傷。 

 
□ 本人將於 7月 3 日前在敝子弟之 PPS電子繳費戶口存入＄48。 

 

    此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日  期:                  

註：回條於 6月 26日（星期三）前交回班主任             聯絡電話:                  

 

 
                             

日    期：2019年 7月 10日  時    間：9：45am－12：30pm 

地    點：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火炭)   服    裝：體 育 服 裝  

費    用：＄48（車費）   

領隊老師：潘家俊老師 

mailto:info@ylaps.edu.hk
http://www.ylaps.edu.hk/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Y.L.P.M.S. Alumni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地址：元朗公園北路 2號     電話：2475 0328     傳真：2474 7289 

電郵地址：info@ylaps.edu.hk  學校網址：http://www.ylaps.edu.hk 

 課外活動通告            ECA176d/2018 

「2018-2019 試後活動」(此通告只發給四年級學生) 
各位家長： 

為了讓學生能夠善用考試後的學習時間，讓學生放鬆之餘，也能夠增廣見聞，擴闊視野，

現學校為 貴子弟準備了下列活動，詳情如下: 

     
備    註：1.回條請於 6月 26日前交予班主任。 

          2.請於 7月 3日前於學生 PPS電子繳費戶口內存入有關款項。 

          3.舉行活動前 2小時，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懸掛三號或以上強風 

            信號，或教育局當天因事停課，活動將取消。 

          4.學生當天將依照正常時間回校上課及放學。 

5.如學生因特別原因未能參加活動，將被安排於其他班別上課。  

          6.凡為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及賽馬會基金計劃的學生，可豁免全部費用。  
     
                                                                    課外活動組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   

「2018-2019 試後活動」(四年級)回條       ECA176d/2018   
敬覆者:  

    本人同意敝子弟 四誠 班 學生                (   ) (原放學隊伍       )參加上述 

活動，並已督促敝子弟在活動期間依從老師之指導，注意安全，以免招致損傷。 

 
□ 本人將於 7月 3 日前在敝子弟之 PPS電子繳費戶口存入＄48。 

 

    此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日  期:                  

註：回條於 6月 26日（星期三）前交回班主任             聯絡電話:                  

 

 

日    期：2019年 7月 10日  時    間：9：45am－12：30pm 

地    點：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火炭)   服    裝：體 育 服 裝  

費    用：＄48（車費）   

領隊老師：胡偉英老師 

mailto:info@ylaps.edu.hk
http://www.ylap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