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公會聖多馬小學2018年度通告第81A號
【有關獲選參加「C3任務－文化體驗之旅」新加坡交流計劃事】
敬啟者：
貴子弟已獲選參加由新歷遊（香港）有限公司承辦之「C3任務－文化體驗之旅」
新加坡交流計劃。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日期： 2019年4月1日 至 4月4日 (星期一至四)
活動地點： 新加坡
行
程： 見附件一
領隊老師： 鄧依萍校長、陳婉紅主任、陳浚濠老師及鄭彥姮老師
活動費用： 每位參加者團費：
 11歲或以下(至2019年4月4日)：港幣$4702.5 (原價港幣$6270)
 12歲或以上(至2019年4月4日)：港幣$4792.5 (原價港幣$6390)
【多馬教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將資助每名參加者團費港幣$1567.5(11歲
或以下) / $1597.5(12歲或以上)。當中已包括行程所列之交通、住
宿、膳食、參觀入場、導遊及基本保險等費用。】
 若 參加者正接受「家庭綜合援助」、「半額書簿津貼」或 「全額
書簿津貼」，可獲多馬教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資助團費港幣
$2090(11歲或以下) / $2130(12歲或以上)，即：
 11歲或以下(至2019年4月4日)：港幣$4180 (原價港幣$6270)
 12歲或以上(至2019年4月4日)：港幣$4260 (原價港幣$6390)
付款方式： 以電子繳費系統收費
【扣數日期為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請於此日期前確保 貴子弟的電
子繳費戶口內有足夠的繳費金額】
備
註： 1. 參加交流計劃的學生及家長必須出席下列聚會：
 出發前簡介會 ：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下午3:30-4:30
 學習成果分享會：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3:30-4:15
2. 參加者需要持有：
 香港兒童身份證 或 有效回港證；及
 6個月以上有效期(以回程日期起計)的護照。
請在附件二(紙本)內「身份證副本張貼欄」及「護照副本張貼欄」
貼上有關身份證及旅遊證件的影印副本，以作證明。
3. 若出發前有學生要求退團，該名臨時退團學生不會獲發還已交的
團費，多馬教育慈善基金亦可能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該學生因
而須支付額外的退團費用(團費原價為港幣6270或6390元)。
4. 保險：
 參加者所繳費用已包含基本保險費。
 家長可向承辦機構了解保險的詳情及承保範圍。
 如有需要，家長可自行購買所需之旅遊保險。
請 貴家長於2018年12月4日(星期二)前簽署電子回條，並將附件二(紙本)著 貴子弟在
12月7日(星期五)交予鄭彥姮老師或林翠玲老師，以憑辦理為荷。逾期者可能被當作自
動放棄論，並由其他參加者遞補。如有任何疑問，請逕向本校鄭彥姮老師或林翠玲老
師查詢。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鄧依萍 謹啟
2018 年 12 月 3 日

通告第81A號回條
逕覆者：
12月3日通告有關「獲選參加『C3任務－文化體驗之旅』」新加坡交流計劃事
備悉。
(一)

(二)

本人＊

□

同意敝子女參加有關活動，並明白若臨時退團，多馬教育慈善基
金可能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該學生因而須支付額外的退團費用
(團費原價為港幣6,270或6,390元)。

□

不同意敝子弟參加有關活動。

本人需要繳交的費用：
＊ □ 敝子弟11歲或以下(至2019年4月4日)，將透過電子繳費系統繳付
港幣$4702.5。
□ 敝子弟12歲或以上(至2019年4月4日)，將透過電子繳費系統繳付
港幣$4792.5。
□ 敝子弟11歲或以下(至2019年4月4日)，並正接受「家庭綜合援
助」、「半額書簿津貼」或 「全額書簿津貼」，將透過電子繳費
系統繳付港幣$4180。
□ 敝子弟12歲或以上(至2019年4月4日)，並正接受「家庭綜合援
助」、「半額書簿津貼」或 「全額書簿津貼」，將透過電子繳費
系統繳付港幣$4260。
此覆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校長
____年級____班學生：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2018年12月____日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如果 貴子弟的旅遊證件正在申請中，請填寫以下資料：
敝子弟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旅遊證件類別)正在申請中，並會在
________月________日前補交副本。

附件一: 行程簡介
暫定日程

活動內容

第
一
天








在本校集合，乘旅遊車到香港國際機場
乘搭星航航班前往新加坡
市內觀光，包括魚尾獅公園等
市內餐廳享用晚餐(品嚐海南雞飯)
下榻 IBIS STYLES / 同級
檢查房間及走火警演集

第
二
天








於酒店享用早餐
參訪市內小學，與當地學生交流
乘搭特色水陸兩用鴨子船 DUCK TOUR
參觀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土生華人博物館
市內餐廳享用晚餐(品嚐娘惹特色餐)
反思分享會

第
三
天









於酒店享用早餐
進行多元文化遊：小印度/甘榜格南（學生分組訪問當地的人民）
學生分組，自行購買 MRT 車票前往目的地，並自行購買午餐
參觀濱海灣花園、夜間野生動物園
濱海堤壩草原 STEM 放飛機大賽（自行製作飛機）
市內餐廳享用晚餐
反思分享會

第
四
天








於酒店用餐
參觀環保新生水世界
市內餐廳享用午餐
乘旅遊車到新加坡樟宜機場
乘搭星航 航班返港
乘旅遊車返回本校，結束全部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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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2018/19 年度境外遊學團(新加坡)報名表
Personal Information (個人資料)

Please 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請用正楷填寫)

English Name:
英文姓名
*必須與證件相同

As shown in travel document, 必須與證件相同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必須與證件相同

Sex:
性別

□ Male 男
□ Female 女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必須與證件相同

(DD/MM/YYYY)

Student Contact No.:
學生聯絡電話

ID Card No:
身份證號碼

Type of Travel
□ Passport □ Others: _____________
Document:
護照
其他
旅遊證件類型
Travel Document Details (旅遊證件資料)

Nationality:
國籍

旅遊證件號碼 Travel Document No.:

證件有效日期 Travel Document Valid Unt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ergency Contact Details (緊急聯絡人資料)
*與參加者之關係: □父親 / □母親 / □兄 / □姊 / □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Mobile)
(手提)

(Name)
(姓名)
(Address)
(地址)
Health Conditions (參加者健康申報)
1.

以往曾否有經驗顯示個人健康不適宜作劇烈運動或外遊?

□ 是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2.

以往曾否因疾病入院接受大型治療、檢查或大小手術而影響外遊?

□ 是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3.

以往曾否患有嚴重或長期性的疾病?

□ 是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4.

是否需要長期服用醫生處方之藥物?

□ 是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5.

是否有食物、藥物或其他敏感?

□ 是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6.

是否因健康理由需要特別膳食之安排?

□ 是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7.

如有其他身體特殊情況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firmation (參加者同意書)
現確認本人參加由學校舉辦的『2018/19 年度境外遊學團(新加坡)』
，謹此聲明並清楚了解上述健康申報資料正確無誤及身體狀況良好，
並無任何隱疾導致不適宜參加是次活動。
學生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Checklist 核對清單
□

Holding valid travel document (travel documents must be valid until 04/10/2019) 持有有效証件有效期必須為 04/10/2019 後

□

Enclosed copies of Passport 已附証件副本

□

Enclosed copies of Visa (If applicable) 已附簽証副本(如適用)

□

Confirmed the above information accurate and precise again 再次確認以上資料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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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進行證件電子掃描，請把影印本貼在下方位置，切勿附加紙張遞交證件影印本
請在下方貼上身份證副本 (縮小影印)

請在下方貼上旅遊證件副本 (縮小影印)
*如因證件過期並即將進行更新，請先把舊有證件副本貼上再後補更新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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