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8/19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一天）活動通告
(只限五年級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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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啓者：為擴闊同學的視野、增加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認識，現邀請五年級同學參加「同根同心」
──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8/19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一天）活動。
(下稱交流團) 現謹將詳情臚列於後：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8/19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一天）
1. 參觀深圳的創新科技企業，透過觀看企業的日常運作，親身認識企業家如何
把科技概念，轉化成為受到世界各地市場歡迎的科技產品，創造商機。
2. 參訪深圳工業展覽館，讓學生認識深圳的産業經濟發展、工業企業及産品
品牌，並了解深圳的創新科技、營商和投資環境，以及如何開拓市場和推廣
產品，促進經濟發展。
3. 參訪深圳博物館，讓學生認識深圳的經濟發展歷程和前瞻。

對

象

五年級同學

名

額

40 位同學

活動日期
地

點

(如參加人數超過名額，將以公開抽簽方式決定)

201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
深圳特區 (創新科技企業公司、深圳工業展覽館、深圳博物館)

集合時間*

上午 8:00 於本校地下大堂集合

(*為暫定時間，以主辦機構最後公佈為準)

出發時間*

上午 8:30

(*為暫定時間，以主辦機構最後公佈為準)

活動時間*

上午 9:30 至下午 4:30

(*為暫定時間，以主辦機構最後公佈為準)

回程時間*

下午 4:30

(*為暫定時間，以主辦機構最後公佈為準)

解散時間*

下午 6:00 於本校大門外解散

(*為暫定時間，以主辦機構最後公佈為準)

放學方法

活動完結返抵學校後解散，不設歸程隊及跨境校車服務，學生須自行回家或由家
長到校接走。

主辦單位

教育局委托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電話：27713113)

帶隊導師

本校老師 4 位，以及領隊、導遊

活動內容

老師帶領學生在校集合，乘坐主辦機構安排的旅遊巴士前往深圳的相關地點進行

費

參觀活動。
A. 每位同學98.1元 (原價為327元，獲教育局津貼每位參加同學228.9元)
可以現金或支票繳交，支票抬頭：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法團校董會

用

B. 如屬以下類別的同學，可申請全額資助。
1. 成功申請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者
2. 書籍津貼全額津貼受惠同學
3. 社會綜合援助受惠者
4. 家庭經濟困難同學
惟無論付費及申請免費同學，均需接受及遵守教育局所訂的相關津貼原則，
詳情請參閱「備註」欄第 7 項 「有關參加者退團之處理」
午膳安排

由主辦機構提供

交通工具

乘坐旅遊巴士往返學校與深圳各行程點

服

整齊冬季運動服 (請帶備外套)

裝

帶備物品

自備一個袋子：放置旅遊証件、小量金錢(人民幣，見備註第 4 項)外套、適量
食水、雨具(如需要)及文具。

備

註

1. 遵從指示：家長督促學生必須遵守導師及主辦單位工作人員的指示，確保
整個旅程安全及順暢。
2. 旅遊證件：家長必須確保同學帶備有效旅遊證件，作為香港及深圳出入境之用。
我們建議同學帶備相關証件影印本，並交老師暫時保管。如有出
入境問題查詢，請聯絡入境事務處(電話：2824 6111) 或相關的旅行
証件簽發機構 (如香港中國旅行社) (電話：2998 7888)。
3. 跨境同學：受活動主辦機構及保險單規定，本活動必須以「本校集合、本校解
散」方式進行。為保障師生安全，本團不設內地集合/不設內地解散
選項，請跨境同學家長諒解，並請作配合。
4. 備用金錢：家長可為同學準備小量金錢(建議不多於人民幣 100 元)作購物之用。
5. 保

險：受教育局委托的機構已為所有參加者購買保險(由蘇黎世保險有限
公司承保，部份退團情況可獲保障。如欲瞭解有關保險的保障範圍
或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或聯絡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熱線︰2968
2288。家長亦可按需要，自行為同學另外購買合適的「個人綜合旅
遊保險」。

6. 特殊情況：如同學遇上特殊情況(患病或意外)致當日未能成行，必需保留相關
証明文件(例：入院証明、醫生証明書等)交校方處理。
7. 有關參加者退團之處理 (資料由協辦機構提供) ：
參加者現時只須繳付 30%團費，餘下 70%團費由教育局資助。
教育局只會資助成功完成交流團之參加者；缺席交流團之參加者將須繳付
餘下 70%團費。(包括因病缺席)。[申請全額資助者，須付 100%團費]。
缺席之參加者因此需要額外承擔相關的 70%團費(HKD228.9)
[申請全額資助者，須付 100%團費$327]或其他支出(如有)。
不論日後是否成功索償保險，退團者須承擔正價團費
（即須另繳付 70%團費[申請全額資助者，須付 100%團費）。
8. 簡 介 會：本校將舉行活動前簡介會，屆時教聯旅遊特派人員到校介紹詳情。
歡迎參加學生的家長出席，以了解計劃的行程及學習目的，以確保
安排順暢。詳情如下：
日期：11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20 分至 3 時於本校進行
內容：派發交流行程資料、介紹學習重點、
說明隨團教師與領隊導遊於活動期間的角色
9. 分 享 會：為讓同學展示學習成果，完成交流活動後(約兩星期) 將舉行全級
分享會，亦歡迎參加學生的家長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1 月 4 日(五)下午 2 時 20 分至 3 時於本校禮堂進行。
內容：以匯報方式，與本級同學分享這次交流活動的見聞和感受。

同學參加這次交流團活動，將獲得寶貴的知識和體驗，拓闊個人視野。敬請

貴家長鼓勵子女參加。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本校 2466 5885 與陳俊偉老師聯絡。
此致
貴家長 台鑒
校長：

陳 好 得
(陳俊偉老師 代行)

啟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有關惡劣天氣的安排
(I) 如教育局宣佈所有學校上午停課，本活動會取消。
(II) 如教育局宣佈所有學校全日停課，本活動會取消。
(III)

(IV)

暴雨警告信號

活動安排

黃色
紅色 或 黑色

照常舉行
當天上午5時或之前仍未取消，舉行之活動
將會取消。

熱帶氣旋

活動安排

懸掛1 號風球
懸掛3 號風球

照常進行
當天上午5時或之前仍未取消，舉行之活動
將會取消。
當天上午5時或之前仍未取消，舉行之活動
將會取消。

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

注意：教育局會因應天文台的資料而停課 (請參看例一)，該停課安排亦適用於是次活動。
例一
天氣情況

如教育局因應特別天氣情
況(例如本港未來數小時內

備註：

將會有暴雨)而宣佈學校停
課
沒有暴雨警告信號/黃
色暴雨警告信號生效

當天舉辦之戶外活動亦會
依教育局之特別安排而取
消。

若該特別停課宣佈在上午六
時或其後發出，當天戶外活
動將會全部取消。

請留意電視、電台廣播最新的天氣報告

回 條【請將回條於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或之前簽閱】

逕覆者：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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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校第 81/18 號通告，內容均已知悉，並決定

*□ 同意

敝子弟參加2018年11月30日(五)舉行的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活動，
自當督促敝子弟積極投入活動，遵從導師指導，並同意參與團內所有活動，
請代辦一切手續。
有關繳費選項 (詳情見備註第7項)
*□
*□
*□
*□
*□

(請剔選其中一項)

繳付98.1元，以現金或支票繳交 支票編號：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
申請免費 (成功申請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者)
申請免費 (書籍津貼全額津貼受惠同學)
申請免費 (社會綜合援助受惠者)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免費 (家中經濟困難，希望申請豁免費用，暫不必提供經濟証明)

有關參加者退團之處理 (詳情見備註第7項)
*□

同意並遵守「有關參加者退團之處理」之安排。

有關家長出席參加者簡介會 (詳情見備註第8項)
*□

出席

11月2日(星期五)下午2時20分於本校禮堂舉行簡介會。

*□

不出席11月2日(星期五)下午2時20分於本校禮堂舉行簡介會。

有關家長出席全級分享會 (詳情見備註第 9 項)
出席

*□

不出席2019年1月4日(星期五)下午2時20分於本校禮堂舉行全級分享會。

*□
*□

此覆
香港路德會
增城兆霖學校校長

(請剔選其中一項)

*□

2019年1月4日(星期五)下午2時20分於本校禮堂舉行全級分享會。

有關學生放學辦法

*□ 不同意

(請剔選其中一項)

(請剔選其中一項)

在活動完結返抵本校後由家長到校接走
在活動完結返抵本校後自行回家，並自行負責其安全。

敝子女參加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活動。

陳好得

二零一八年十月
日
*（請在適當□內加號）

_____

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