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年度 通告(144) 
2020 年 6 月 8 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各位家長：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英國劍橋、牛津、倫敦、曼徹斯特學習交流團 (B 團) 

將延期舉行 
 

貴 子弟已於早前被挑選參加本校與翠明假期合辦的「英國劍橋、牛津、倫敦、曼徹斯特學

習交流團 (B團)」，但鑑於全球各地的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數字持續及迅速上升所引致的健康風

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於公共衞生考慮，已對所有海外國家／屬地發出紅色外遊警示。 

 

因應全球各地的疫情變化急劇，政府強烈呼籲市民應調整行程，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

劃，故本年度的英國交流團將延期舉行，安排詳見下表： 

 

延期舉行： 
P.5 學生的團費保留，交流團將延至下學年舉行 
 
(待區會校長會與翠明假期商議後，日期容後公布) 

 

退款安排： 
 

因 P.6 學生會於暑假後升上中學，20,000 元的團費將全數退回 
 

退款方法： 

 
 請家長連同回條(144)及退款申請表附件(一) 

      
於 6 月 12 日前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 

 
 所有退款將以支票形式退回 

 

退款日期： 2020 年 7 月 24 日前 

統籌老師：唐頴珊主任   

校長 ________________ 謹啟 

------------------------------------------------------------------------------------------------------------------------ 

                             回    條     (請於6月12日前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 

洪校長： 

本人敬悉  通告 (144)：受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英國劍橋、牛津、倫敦、曼徹斯特學習交

流團 (B團) 將延期舉行」內容。 

本人敬悉  已填妥退款申請表附件(一)並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只限六年級同學) 
 
班別：        學生姓名：                 (      )  聯絡電話：                   

      家長簽署：                          日期：2020 年_____月     日 

 
*請在適當內加上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陳展希 班別： 六望 學號： 2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HSB #745151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2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趙梓晴 班別： 六望 學號： 8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繳費靈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1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何諾仁 班別： 六望 學號： 12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繳費靈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2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梁凱琳 班別： 六望 學號： 15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繳費靈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0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鄧偉恒 班別： 六智 學號： 7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BOC #100016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2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李衍藍 班別： 六智 學號： 17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網上銀行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3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董沚柔 班別： 六智 學號： 22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BOC #535447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3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王鎧政 班別： 六智 學號： 24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BEA #001170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3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鍾讚樂 班別： 六誠 學號： 6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繳費靈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1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甘浩彥 班別： 六誠 學號： 8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Citibank #000013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0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退 款 申 請 表 

 

<由學生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黃悅悠 班別： 六誠 學號： 24 

 

退款活動名稱： 英國交流團  通告編號： #130 

 

退款原因： 

 

學生退學 

參加人數不足 

參加人數超出限額 

同一時間有兩個或以上活動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退回按金 

出席率達到  %或以上 

其他，請列明 :  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活動取消。 

 

 

收款家長姓名：    金額： $20,000.00 

(為確保收款人姓名正確無誤，請以正楷填寫) 

 

      

家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日 期：  

 

申請表填妥後，請交回校務處陸小姐辦理，謝謝！ 

----------------------------------------------------------------------------------------------------------------------------- 

<由校務處填寫> 

 

*** 會計部填寫後，需連同收入傳票正本給校長審批 *** 

 

繳交方式： 繳費靈 

繳交/支票日期： 2020年 1月 12日 

繳交金額： $20,000.00 

收入傳票號碼：  

 

校長簽署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