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通告  PL-1920-132  

 

 

親愛的王中家長： 
 

第二次體驗學習周(Learning Detours)安排 
 

  為提供空間讓師生進行各類延伸體驗學習活動，豐富學習經歷，學校將定

期舉行體驗學習周(Learning Detours)，而本年第二次體驗學習周(Learning 

Detours)將於 2 月 5 日至 7 日舉行。 
 

   附件為第二次體驗學習周的日程，請家長留意，活動或以全級、全班、選

修科、小組或自由報名的形式邀請學生參加，學生必須讓家長知悉自己將會參

與哪些活動及集合、解散的時間及地點等資料。 
 

  音樂比賽將於 2 月 7 日(星期五)舉行，上午 8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為初 

賽，參賽者及工作人員請準時出席，亦歡迎其他學生觀賽，惟進入校園後不能 

擅自離開。下午 1 時 15 分至 4 時舉行決賽，全體學生必須出席。 
 

  學生須穿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於活動開始時間前 10 分鐘到達集合地點、

遵從負責老師的指導、嚴守紀律。如因病缺席，學生須交家長信及醫生証明

書，無故缺席則作曠課論。煩請填妥回條於 1 月 20 日或農曆年假後 2 月 3 日

交回。如有查詢，可聯絡班主任。 
 

  敬祝 

新年進步、生活愉快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校長  謝國駿  謹啟 

2020 年 1 月 15 日         

 

----------------------------------回條-----------------------------------------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校長： 

 

  本人知悉第二次體驗學習周之安排，並會督促子女按時參與各類學習活

動，遵照老師指導。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_________班(       ) 

 

2020 年    月     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第二次體驗學習周安排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人數)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集合地點 解散地點 主辦單位、負責老師 

5/2 遠足 1A 08:00-17:00 海下 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 生活技能課 (林家俊) 

綠色飲食工作坊 1B 10:00-12:00  小食部 小食部 小食部 綠色生活 (殷世榮) 

LAT 跨科協作活動 1C、1D 
09:00-12:00 

13:30 -15:30 
演講室 演講室 演講室 LAT( 李炳輝) 

電影分享  中二級 (60) 09:00-113:0 301、302 301、302 301、302 級主任 (賴敏誼) 

The Peak  中二級 (30-40) 09:00-13:00 山頂 304 學校 英文科 (張光鏋) 

「我要高飛」體驗活動 抗逆力小組 (20) 09:00-12:00 彩虹厨藝學院 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 學生關顧 (林靜雯) 

陽光青年成長活動 中三級 08:30-12:00 5 樓課室 5 樓課室 5 樓課室 學務 (岑華星)、升就 (王鴻光) 

桌上遊戲體驗工作坊  中四級 09:30-12:00 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 學與教 (潘錦洪) 

種植班 中四生物組 (20) 09:30-12:00 平台 平台 平台 生物科 (王慕貞) 

城市考察 中五級地理組 09:15-16:00 深水埗 
石硤尾 

港鐵站 C 出口 
深水埗港鐵站 地理科 (梁文滔、潘麗虹） 

傳統手工藝工作坊  中五級 (17) 08:30-12:00 藍屋 
灣仔港鐵站 

A3 出口 

灣仔港鐵站 

A3 出口 
通識科 (周凱慈) 

桌上遊戲體驗工作坊  中五級 13:30-16:00  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 學與教 (潘錦洪) 

備戰 DSE 專題 

(英文、中文) 
中六級 

09:00-10:30 

10:30-12:00 
禮堂 禮堂 禮堂 

英文科 (張光鏋) 

中文科 (黃志敏) 

備戰 DSE 專題(中史)1 中六級中史組 1330-1600 605 605 605 中史科 (曾倩萍) 



 

       附件：第二次體驗學習周安排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時間 活動地點 集合地點 解散地點 主辦單位、負責老師 

6/2 
LAT 跨科協作活動 1A、1B 

09:00-12:00 

13:30-15:30 
演講室 演講室 演講室 LAT (李炳輝) 

遠足 1C 08:00-17:00 海下 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 生活技能課 (林家俊) 

綠色飲食工作坊 1D 10:00-12:00  小食部 小食部 小食部 綠色生活 (殷世榮) 

正念體驗活動  
2A、2B 09:30-12:00 

401、402 401、402 401、402 學生關顧 (蔡靜怡) 
2C、2D 13:30-16:00 

《治國攻略》互動劇場 中三級 09:40-12:00 禮堂 禮堂 課室 戲劇科 (陳文傑) 

Mr. Work 工作室「模擬

工作世界」工作坊  

中三級 (20) 09:45-12:45 朗豪坊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 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 升就 (王鴻光) 

錢家有道 Get Set Go 理

財工作坊 

中四級(全級)、 

中五修讀經濟及

企會財學生 

13:30-16:30 禮堂 禮堂 禮堂 經濟科及企會財科 (鄧嘉燕) 

生物科野外考察 中四級生物組 08:00-17:00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學校大堂 學校大堂 生物科 (王慕貞) 

Mr. Work 工作室 

「模擬工作世界」工作坊  

中四級 (20) 09:45-12:45 朗豪坊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 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 升就 (王鴻光) 

和諧大使朋輩調解工作坊 中四級 (10) 13:30-15:30 301 30` 301 學生關顧 (鄭嘉興) 

《治國攻略》互動劇場 中五級 09:40-12:00 禮堂 禮堂 課室 戲劇科 (陳文傑) 

  



 

       附件：第二次體驗學習周安排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時間 活動地點 集合地點 解散地點 主辦單位、負責老師 

6/2 中山史蹟徑考察 中三至中五 (18) 09:00-12:00 中山史蹟徑 中環港鐵站 中環港鐵站 歷史科 (蔡宗昌) 

備戰 DSE 專題(數學) 中六級 09:00-12:00 

701(6A) 

706(6B) 

605(6C) 

606(6D) 

701(6A) 

706(6B) 

605(6C) 

606(6D) 

701(6A) 

706(6B) 

605(6C) 

606(6D) 

數學科(龍世驊) 

備戰 DSE 專題(中史)2 中六級中史組 13:30-15:00 605 605 605 中史科(曾倩萍) 

無人機活動 自由報名(30 人) 08:45-12:00 生產力促進局 有蓋操場 生產力促進局 航空學(麥頌華)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時間 活動地點 集合地點 解散地點 主辦單位 備註 

7/2 

音樂比賽初賽 參賽學生、工作人員 08:30-11:30 禮堂 禮堂 禮堂 音樂科 

 學生自由參與 

 進入校園後不可提早離開 

 穿著整齊校服 

音樂比賽決賽 全校學生 13:15-16:00 禮堂 有蓋操場 禮堂 音樂科 所有學生必須出席 

備註： 

● 活動周期間，校方仍然會記錄學生之考勤情況。 

● 回校活動之學生抵校時請拍卡，遲於活動開始時間則作遲到論。 

● 外出活動之學生，由負責老師點名後通知校務處。 

● 活動結束後學生應盡快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