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年度  通告(130) 
 2020 年 1 月 10 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各位家長： 

「英國劍橋、牛津、倫敦、曼徹斯特學習交流團(B 團)」(入選通知)  

貴子弟已入選「英國劍橋、牛津、倫敦、曼徹斯特學習交流團 (B 團)」，現請細閱以下事項，並

依指定方法及日期繳交團費及所需文件，以便辦理各項手續。詳情如下： 
 
日 期： 2020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 至 6 月 30 日(星期二) (共十天) 

旅 行 社： 翠明假期 

航空公司： 維珍航空公司 (直航來回) 

住 宿： 當地三星級酒店  

費 用： 包括：來回機票、團帽、住宿、膳食、參觀入場門票、交通、領隊、導遊和司機服務小

費、燃油附加費、機場及保安稅、香港旅遊業議會0.15%印花稅及藍十字保險費 

行程安排： 見附件 (一)  

繳費方式： a) 繳費靈付款：   請在回條寫上 6 位數字「付款確認號碼」及付款日期 
學校商戶編號：6285；(學生註冊編號：8 位數字) 

b) 網上銀行繳款： 請列印收據連同回條交回 

c) 支票繳付：  支票抬頭填寫「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寫上

學生姓名、班別、學號及聯絡電話 
d) 櫃員機轉賬或 

銀行入數：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學校戶口號碼 178-815171-002，請於

入數紙當眼位置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學號及家長聯絡電話，以茲

識別。 

備 註： 1. 請家長為  貴子弟檢查證件的有效期(有效期為2021年1月30日或以後為佳。如到期

者，請盡快安排辦妥領取新證手續) 

2. 持香港特區護照不用辦理簽證 

3. 若學生持香港DI(簽證身份書)或中國護照，須自費到英國領事館辦理英國簽證，並須

在網上先行預約 

4. 稍後將於五月下旬或六月初邀請參加活動的學生及家長參加「出發前簡介會」 
 
※ 因各項手續、交通及住宿需預先安排，如繳費後退出活動，所繳費用將不獲發還。 

統籌老師：唐頴珊主任  

 

 
校長                謹啟 

--------------------------------------------------------------------------------------------------------------------------------------- 
                                   回    條             (請於1月13日交唐頴珊主任) 

 
洪校長：本人敬悉 通告(130)：「英國劍橋、牛津、倫敦、曼徹斯特學習交流團(B 團)」(入選通知)內容。 
 

現附上費用：$20,000.00 

繳款方式： 繳 費 靈 (付款確認號碼：                 繳費日期：               ) 

付款方法： 網上銀行 (連同繳費證明交回，請於當眼位置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學號及聯絡電話) 

付款方法： 支票(銀行：           支票號碼：              ) 

付款方法： 櫃員機轉賬/銀行入數紙 (現交回交易通知書/銀行存款 正本 ) 

並交回「學生報名表、香港身份證及香港特區護照影印本」 (附件二) 
 
班別：          學生姓名：                        (      ) 
 
               家長簽署：                                    日期：2020 年 1 月    日 

 
*請在適當  加上 

                                         



                          
附件(一) 

「英國劍橋、牛津、倫敦、曼徹斯特學習交流團(B 團)」行程表 

日期 行程安排 酒店安排 

Day 1 

21 June 

星期日 

晚上指定時間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 

乘坐指定航班前往英國倫敦希斯路機場 

*參考航班：VS207 23：55 香港起飛  22/6 05：30 到達倫敦 

航班上 

Day 2 

22 June 

星期一 

到達倫敦，乘坐旅遊巴前往牛津 

於莎士比亞故鄉 (Stratford-upon-Avon) 遊覽 

午餐後前往牛津 

牛津 

Premier Inn Oxford 或同級 

Day 3 

23 June  

星期二 

半日到訪當地小學，參觀及進行交流活動 

下午牛津遊覽–參觀基督堂學院 (Christ Church College)、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牛津城堡 (Oxford Castle)、 

阿什莫林博物館 (Ashmolean Museum) 

牛津 

Premier Inn Oxford 或同級 

Day 4 

24 June  

星期三 

全日到訪當地小學，參觀及交流活動 

歡送晚宴於 Oxford Town Hall 舉行 (自助晚餐) 

牛津 

Premier Inn Oxford 或同級 

Day 5 

25 June  

星期四 

前往曼徹斯特 (約需 3 小時) 

參觀曼聯主場球場–奧脫福球場 (Old Trafford Stadium) 

前往 BBC 電視城參與互動體驗 (BBC MediaCityUK) 

曼徹斯特 

Bredbury Hall 或同級 

Day 6 

26 June  

星期五 

前往劍橋 (約 3 小時) 

參觀達克斯福德軍事博物館  

(Imperial War Museum Duxford) 

下午-到訪劍橋大學，與當地大學教授作交流及分享 

劍橋 

Premier Inn Huntingdon 或

同級 

Day 7 

27 June  

星期六 

劍橋觀光，遊覽劍橋著名的大學城及大街小巷 

下午-再別康橋，劍橋划艇體驗 

劍橋 

Premier Inn Huntingdon 或

同級 

Day 8 

28 June  

星期日 

前往哈利波特影城遊玩 (Warner Bros Studio Tour) 

返回倫敦觀光 

於倫敦享用聯歡晚宴 

倫敦 

Holiday Inn Greenwich 或

同級 

Day 9 

29 June  

星期一 

於格林威治觀光 

下午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 

乘坐指定航班返回香港 

*參考航班：VS206 21：55 倫敦起飛  30/6 16：55 到達香港 

航班上 

Day 10 

30 June 

星期二 

抵達香港 

－旅程完結－ 
- 

[*航班資料只供參考，最終按航空公司批出確實機位為準] 
[*以上行程或因當地天氣及交通情況作出調動] 
 

 

 

                                                



附件(二) 
甲部 Part A：交流團名稱 Tour Name 
 
交流團名稱 Tour Name：英國劍橋、牛津、倫敦、曼徹斯特學習交流團 - 基真小學 (B 團)  
日期 Date：21-30/6/2020  
 
乙部 Part B：學生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Student) 
 
(請以正階填寫，並與身份證/旅遊證件相同。In BLOCK letters as printed in your HKID card/Passport)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in Name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Sex：________  國籍 Nationality：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_____/_____/______(D/M/Y) 
 
香港身份證號碼 HKID Number：______________(     )   
 
香港身份證附有相片 HKID with photo：  是 Yes     否 No 
 
旅遊證件 Travel Document：  香港特區護照 HKSAR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遊證件號碼 Passport/Visa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至 Expiry Date：_____/______/_______(D/M/Y) 
 
通訊地址 Corresponding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o.：_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 Mobile phone no.：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部 Part C：健康資料 Health Information 
 
請回答以下問題及提供詳情 Please tick ‘Yes’ or ‘No’ and provide details. 
 
1. 閣下是否曾經患過嚴重的疾病? Do you have any serious disease? 

 否No   是Yes, 請給詳細資料give detail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閣下是否長期服食藥物? Are you on medication? 

 否No   是Yes, 請給詳細資料give detail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閣下是否曾經入醫院接受手術? Have you ever undergone any surgery? 

 否No   是Yes, 請給詳細資料give detail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閣下是否對某些食物、動物、藥物、羽毛或其他東西有敏感? Are you allergic to any food/substance? 

 否No   是Yes, 請給詳細資料give detail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閣下是否有其他健康問題? Do you have other health problems? 

 否No   是Yes, 請給詳細資料give detail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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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部 Part D：家長/監護人資料 Parent / Guardian details 
 
家人/監護人資料(學生必須填寫) 

第一位 

姓名：(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日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晚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位 

姓名：(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日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晚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戊部 Part E：申請人同意書 Applicant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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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同意小兒／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參加上述學習交流團。謹此

聲明健康申報正確無訛及身體狀況良好，並無任何疾病導致不適宜參加是次活動。本人並授權

隨主辦機構負責人或隨隊老師在緊急情況下為作出適當的醫療安排。 
 
I agree my chil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student) to join the above 

education exchange tour. The health information in Part C is correct and the health condition is good. 
My child does not have any health problems which deter him/her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me. I also authorize the programme operator/teacher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in the event of 
a medical emergency. 
 
 
家長/監護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貼上旅遊證件副本 

 

護照 / 旅遊證件副本 

 

身份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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