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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1 2021 A 082校園育養珊瑚計劃-海洋公園「海洋奇觀」水族館參觀 

 
2020-2021學年 第 A082號通告 

校園育養珊瑚計劃-海洋公園「海洋奇觀」水族館參觀 

 

敬啟者： 

本校將舉行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生物科/化學科 

活動名稱 校園育養珊瑚計劃-海洋公園「海洋奇觀」水族館參觀 

活動目的 透過實地參觀，全方位學習水族館的運作及相關行業知識。 

活動對象 已報名同學 

活動日期 03/08/2021(二)  

集合時間 上午 10:15 集合地點 港鐵海洋公園站出口 

活動地點 香港海洋公園「海洋奇觀」水族館 

解散時間 上午 11:30 解散地點 香港海洋公園 

服飾 樸素便服 

交通工具 自行前往 

費用 免費 

負責老師 呂賀文老師 
 

- 如當日集合前兩小時遇惡劣天氣，包括紅色或以上暴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或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 學生如需於參觀後自行留園遊覽，需於 21/07/2021(三)或以前將家長申請信交予呂老師。 

- 學生須於活動前細閱隨此通告附上的「海洋公園團體活動健康須知」。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生物科呂賀文老師。 
 

 此致 

«班別»學生«姓名»(«班號»)家長/監護人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校長       謹啟 

2021年 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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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團體活動健康須知 

Ocean Park Organisation Visits Health Reminder  

 

敬啟者： 
 

以保障訪客、員工和動物的健康及安全， 訪客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進入海洋公園： 

1. 現時及到訪日前 14 日內並無以下任何病徵: 包括發燒、呼吸道感染、呼吸困難、喉嚨痛、腹瀉、

喪失味覺或嗅覺。 

2. 現時及到訪日沒有接受任何強制檢疫或強制檢測的指示或管限。 

3. 現時及到訪日前 14 日內，並未與任何確診或懷疑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人士(無論在香港或海

外)有密切接觸。 

4. 如於到訪當日健康狀況出現任何變化或未能附合以上條件，請勿入園。 

 

海洋公園有權拒絕違反以上條件的遊客進入公園。 

 

海洋公園有權在必要時使用收集的資料處理相關事宜。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請致電(852) 3923 2323
（接通後選擇語言，續按[4]字）與本園職員聯絡。 
 
海洋公園探索及教育部 謹啟 
 

 

Dear Visitors, 

 
To safeguard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visitors, staff and animals, visitors are required to fulfill the 
following critera to enter Ocean Park:   
1.  Visitors should not have any of the following symptoms now and within 14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f 

visit:  
 - fev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shortness of breath, sore throat, diarrhea, loss of taste or smell. 

2.  Visitors should not be under any Compulsory Quarantine Order or Compulsory Testing Notice now or 
on the date of visit. 

3.  Visitors should not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any person who is a confirmed or preliminary 
positive case of COVID-19 infection in Hong Kong or overseas now and within 14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f visit. 

4.  Visitors should not enter the park if there is any changes in one’s health condition or one fail to fulfil 
the above criteria on the date of visit. 

 
Ocean Park has the right to refuse entry to any visitors if they violate any of the above criteria.  
 
Ocean Park reserves the right to use the data collected for related incidents where necessary. Should you 
have any queries, please contact our staff at (852) 3923 2323 (select the language and press 

[4]). 

 
Best Regards, 
Ocean Park Discovery & Education Depar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