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2011/2012 第(57B)號 

12 月 3 日『中學巡禮』之安排 

日    期：12 月 3 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詳見下表(請早 10 分鐘到達) 

集合地點：詳見下表  

午膳時間：午膳時段只有 1 小時的時間，請在學校附近之食肆進食或最好先行準備飯

盒或簡單食物，以免有誤集合及出發之時間。 

學    生：穿整齊冬季校服 

 

請家長注意及協助的事情： 

1. 由於行程緊密，上下車需時，請各位家長聽從『家長義工車長』的指定的時間集

隊。 

2. 行車時不能進食，請家長及同學保持車廂的清潔。 

3. 請家長注意：下車地點就是上車地點。 

4. 請家長認「旗」集隊，因同一時間可能有多間小學參觀。 

5. 逗留每間中學的時間約四十五分鐘。 

6. 各校派發之宣傳物品及紀念品予參觀者，參觀人仕可自行決定領取與否，但請不

要於散隊時棄置在學校或車上，希望家長及同學帶回家才作處理，以示尊重。 

7. *參觀者必須完成所有參觀路程，不能中途離隊。 

8. 由於聯會祇替參加巡禮之人士購買行車時段之保險，所以請家長及同學注意安

全，若有參觀者不小心損毀某學校的物品或因上落樓梯時發生意外，聯會不會負

責一切之醫藥費用及有關賠償。 

9. 任何行車時段內如有成員感到不適，請立即通知車長，家長義工須從旁協助照顧，

或讓不適者自行回家。 

有*表示是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今年強調參觀者必須遵守的事宜。 

 

路線 1_車隊 M01 

上車出發時間及地點：8:30 上車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九龍太子道西 191B 號) 

  時間 行  程 地       址 

09:00-09:45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九龍旺角西海泓道 8 號 

10:00-10:45 伊利沙伯中學 旺角洗衣街 152 號 

11:00-11:45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大角咀九龍填海區海帆道 22 號 

12:00-12:45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九龍大角咀橡樹街 16 號 

12:45-02:00 午      膳 

02:15-03:00 世界龍岡劉皇發中學 大角咀詩歌舞街 66 號 

03:15-04:0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中學 九龍窩打老道 52 號 

04:15-05:00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解散) 九龍旺角洗衣街 150 號 

 

路線 2_車隊 B11 

上車出發時間：8:25  上車地點：中華基督教灣仔堂基道小學(45 號東莞街) 

時間 行  程 地       址 

09:00-09:45 九龍華仁書院 九龍窩打老道 56 號 

10:00-10:45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九龍大角咀橡樹街 16 號 

11:00-11:45 伊利沙伯中學 旺角洗衣街 152 號 

12:00-12:45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九龍旺角洗衣街 150 號 

12:45-02:00 午      膳 

02:15-03:00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大角咀九龍填海區海帆道 22 號 

03:15-04:00 聖芳濟書院 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 45 號 

回    程 中華基督教灣仔堂基道小學(解散)  

 



路線 2_車隊 B12 

上車出發時間：8:40  上車地點：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43 號東莞街) 

時間 行  程 地       址 

09:00-09:45 九龍華仁書院 九龍窩打老道 56 號 

10:00-10:45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九龍大角咀橡樹街 16 號 

11:00-11:45 伊利沙伯中學 旺角洗衣街 152 號 

12:00-12:45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九龍旺角洗衣街 150 號 

12:45-02:00 午      膳 

02:15-03:00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大角咀九龍填海區海帆道 22 號 

03:15-04:00 聖芳濟書院 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 45 號 

回    程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解散)  

 

路線 3_車隊 G16 

上車出發時間：8:30  上車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九龍太子道西 191B 號) 

時間 行  程 地       址 

09:00-09:45 真光女書院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 A 

10:00-10:4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九龍窩打老道 52 號 

11:00-11:45 伊利沙伯中學 旺角洗衣街 152 號 

12:00-12:45 世界龍岡劉皇發中學 大角咀詩歌舞街 66 號 

12:45-02:00 午      膳 

02:15-03:00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九龍大角咀橡樹街 16 號 

03:15-04:00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大角咀九龍填海區海帆道 22 號 

回    程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解散)  

 

路線 3_車隊 G20 

上車出發時間：8:30  上車地點：塘尾道官立小學(170 號塘尾道) 

時間 行  程 地       址 

09:00-09:45 伊利沙伯中學 旺角洗衣街 152 號 

10:00-10:45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大角咀九龍填海區海帆道 22 號 

11:00-11:45 真光女書院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 A 

12:00-12:4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九龍窩打老道 52 號 

12:45-02:00 午      膳 

02:15-03:00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九龍大角咀橡樹街 16 號 

03:15-04:00 世界龍岡劉皇發中學 大角咀詩歌舞街 66 號 

回    程 塘尾道官立小學(解散)  

第三頁是分組乘車名單。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者為車長 

路線 1_車隊編號 M01(12 人)  

上車出發時間及地點：8:30 上車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九龍太子道西 191B 號)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6C 許銘賢 6C 梁諾心 6D 董澤熹 

6E 陳衍熹 6D *葉慧施 6D 黃曉潼 

 

路線 2_車隊編號 B11(12 人) 

上車出發時間：8:25  上車地點：中華基督教灣仔堂基道小學(45 號東莞街)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6D *許朗晞 6D 劉卓霖 6D 唐啟雄 

6D 許葆瑜 6D 梁傲洋 6D 葉俊賢 

 

 

路線 2_車隊編號 B12(20 人)  

上車出發時間：8:40  上車地點：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43 號東莞街)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6B       羅雋彥  6C 區朗軒  6E 鄭卓男 

6B       *駱皓泓 6C 周頌雯 6E 趙漢彬 

6B       鄧子瑜 6C 王星輝 6E 仇俊禧 

    6E 譚思哲 

 

路線 3_車隊編號 G16  (共有 22 人)   

上車出發時間：8:30  上車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九龍太子道西 191B 號)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6B *李澧盈 6C 陳詠詩 6D 曾諾希 

6A 周悅慈 6C 傅紫凝 6E 陳綠舒 

6C 譚翠塋 6C 李穎德 6E 羅翊汶 

6E 梁晰琦 6E 黃以樂   

 

路線 3_車隊編號 G20  (共有 16 人) 

上車出發時間：8:30  上車地點：塘尾道官立小學(170 號塘尾道)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6A 吳嘉欣 6B 莫曉琦 6B 鍾穎琳 

6B *陳洛夷 6B 韋倩怡 6B 何詠琳 

  6B 黃美鳳 6B 江衍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