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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排球領袖訓練交流團〉 

取錄通知及家長通告 

敬啟者： 

 

由本校及匯盈通識教育交流中心合辦之〈南京排球領袖訓練交流團〉將於 2019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至 7 月 6 日(星期六)舉行。現專函通知  貴子弟已入選參加這項體育運動

交流計劃，並親身體驗及了解當地的社會、歷史、文化及體育訓練情況。有關詳情如下，

敬希查照： 

 

活動日期：  2019年 7月 2日至 6日（共五天） 

交流地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南京市 

承辦機構：  匯盈通識教育交流中心 

學生人數：  30人（高中 15人及初中 15人） 

帶隊老師：  林耀斌老師、聶耀強老師、滕超逸教練 

費  用：  港幣$500 
（原價$4,840，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教育局初中及高小學生交流活動資

助計劃－「赤子情 中國心」、教育局高中學生交流活動資助計劃及本校

資助團費共港幣$4,340） 

繳費方式：  現金 或 支票（支票抬頭：「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法團校董會」） 

注意事項： 

  

(1) 學生須準備《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卡」)，並確保最少 6

個月有效期。 

(2) 學生如因經濟狀況，需額外申請資助，請另附家長信一封，列明原因，

校方會因應情況提供協助。 

(3) 學生必須出席「交流團校內培訓」，日期為 2019年 5月 23日 (星期四) 

下午 4時至 5時及 5月 30日(星期四)下午 4時至 6時，地點為 622室。 

(4) 家長必須陪同學生出席「交流團簡介會」，由匯盈通識教育交流中心

及校方進行出發前說明，提醒學生活動安排及注意事項。簡介會日期

為 2019年 6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7時至 8時 30分，地點為 622室。 

(5) 為了讓帶隊老師給予適切的照顧，請審慎填寫附件一健康申報部分，

並確保資料詳盡無誤。 

(6) 有關活動行程及各費用詳情，可參閱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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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細閱有關資料，簽妥 確認回條、健康申報表、連同 港幣$500團費，著 

貴子弟於 2019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呈交，校方會於早上收取所有費用及文件。敬請務必準時

於 5月 3日早上 8時 15分到 313室遞交所有文件及費用。 

 

如有查詢及需要協助，請與林耀斌老師聯絡（電話：2560-5678）。 

 

  此致 

貴  家  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謹啟   

 張翠儀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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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檔案編號：18142 

(學生須於五月三日連同費用及文件交回林耀斌老師)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南京排球領袖訓練交流團〉事宜，並確認敝子弟將 參加 / 不

參加*是次活動，團費為港幣$500。 

 

此覆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  

家長姓名 ：  

家長聯絡電話 ：  

學生姓名 ：  

班別及學號 ： (     )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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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申報表                    附件一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1. 病歷紀錄：(請在空格加上號) 

病症 
曾經患上 

(請列明病癒年份、月份) 
現時患上 

需定時/期服用之藥物 

(請列明藥物名稱及服用情況) 

導致敏感的 

藥物名稱 

心臟病         

哮喘         

羊癎症         

血壓高/低         

肺癆         

肝病         

敏感         

其他 

（請註明） 
        

 

 

2. 學生家長/監護人聲明： 

   

 本人子女以往 有 / 沒有* 接受過手術。 如有，請註明：                           

  本人子女的主診醫生(如適用) 姓名：                    聯絡電話：                  

  本人子女以往 曾 / 不曾* 有經驗顯示其健康情況不適宜作劇烈運動。 

  本人子女之膳食 需要/不需要* 特別安排。如需要，請註明：                        

  本人子女的身體健康狀況良好，適合參加是次交流活動。敝子弟承諾將依期隨團回港。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與申請人關係:                                

  家長/監護人手提電話號碼:                      

  住宅電話號碼:                                     

  日期：                                         

 

(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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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排球領袖訓練交流團〉             附件二 

 

行程簡介 

行 

程   

D1 
上午：香港國際機場→南京祿口國際機場 

下午：長江大橋→秦淮河→夫子廟 

行程順序會因 

實際狀況調整 

D2 
上午：由江蘇省南京市排球運動管理中心派出中國排球協   

      會教練指導學生進行排球訓練，提升排球技術及戰   

      術。 

下午：邀請南京市當地中學排球隊（高中球隊及初中各一   

      支球隊）與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男子排球隊進行友誼   

   賽，交流切磋。 

晚上：與南京市中學學生進行交流活動，互相認識及了解  

      彼此文化。 

D3 

D4 

D5 
上午：大屠殺紀念館 

下午：總統府→中山陵→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 

住 

宿 

餐 

膳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住宿 

 酒店住宿為 

 二人一室 

D1 × 航班上 ✓ 

南京 

悅客假日酒店 

D2 酒店內 ✓ ✓ 

D3 酒店內 ✓ ✓ 

D4 酒店內 ✓ ✓ 

D5 酒店內 ✓ 航班上 / 

備註 

行程、酒店或用餐或會因應航班、交通、天氣等因素而有所調動，一切會以當

地接待為準。另外，有關排球訓練內容及友誼賽的安排，將由江蘇省南京市排

球運動管理中心負責。 

 

 

香港 - 聯絡方法  

承辦機構：匯盈通識教育交流中心 

機構地址：香港英皇道 278-288 號新時代廣場 2 樓 206-207 室 

聯絡電話：35801018 傳真：3580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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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費用已包： 

1. 機票安排：經濟艙往返之團體機票； 

2. 交通安排：行程表上列出之行程空調豪華旅遊巴交通服務； 

3. 工作人員：隨團出發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的服務費； 

4. 酒店住宿：行程表列出之酒店住宿，以 2 人入住 1 房為準(每位佔半房)； 

5. 膳食安排：以行程表所列出為準； 

6. 景點門票：以行程表所列出為準； 

7. 旅遊保險：藍十字團體旅遊保險 A 計劃－$100,000 保障額。 

8. 指定稅項：兩地機場稅項、保安費、燃油附加費、機場建設費、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費用不包括： 

1. 行程內的私人消費、酒店房間內的消費、行程內沒有提及的額外服務或安排； 

2. 辦理《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卡」)，簽證費用； 

3. 因罷工、颱風、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