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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中國內蒙古五天考察團 

 

敬啟者： 

 

本校通識、經濟及企業科獲教育局高中學生內地交流活動資助計劃及學校資助，於六月二十一至

二十五日舉辦「中國內蒙古五天考察團」，藉此讓學生加強學科知識在現實世界的應用。茲將有關詳

情臚列如下，並請填妥回條於六月五日(星期五)或之前交回郭偉達老師、曾婉盈老師或曾嘉恩老師： 

 
地  點：中國內蒙古 
日  期：2015年6月21至25日（五日四夜） 
參加人數：約22人  
學生費用：港幣HK$5,275 /每人 

(已包括香港及回程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隨團領隊及當地導遊、

司機小費及基本保險) 
繳費方法及日期：1) 於六月八日或以前，請以 劃線支票 繳付全費，抬頭請寫「天水圍循道

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學號及班別 
2) 香港身份證及回鄉証影印本(回鄉証於6月底前仍然有效) 
3) 香港身份證影印本(如仍欠交者)請隨支票一併於六月八日或以前繳交 
4) 回鄉証影印本(如仍欠交者)，請在第三頁填上預計取得日期 

集合時間：2015年6月21日中午12:00或上午6：30 

集合地點：香港國際機場 (往返機場費用自備) 
行  程：見附頁 
帶隊老師：曾嘉恩、郭偉達及曾婉盈老師 
備  註： 
1) 此考察團所有本校學生均會獲得一定金額的資助，請詳見第二頁並選擇所屬的類別。 
2) 學生若未能在六月八日或以前繳費會自動被列作退出。 

3) 若學生於出發前兩星期退出，仍須付足一半團費；出發前兩星期內退出，便須付足全部團 
  費。 
4) 以上個人證件資料只作申請旅行團及購買保險之用途，校方會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並在完成資料的使用目的後，刪除資料。 

 
注意事項： 1. 必須持有效回鄉証出入境 
       2. 如有需要，請自行額外購買旅遊平安保險 

      3. 帶備個人常用醫療藥物 
   4. 輕便裝束及帶備雨具 

  5. 另有出發前簡介會，日期容後通知 
此致  

學生家長 

                                                           謹啓 

（謝洪森校長）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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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敬覆者： 

本人決定讓敝子女參加 貴校六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舉辦「中國內蒙古五天考察團」。另
外，敝子女所獲得的資助金額如下：（請以選擇） 

請   
其中一項 

學生類別 
扣減資助後由學生

支付實際費用 
校方專用 

 中五學生，上學年相關學科第一名（全年學科獎）(註 1)，資

助團費為 $2820。-1260-60-1500 
$2,455 □ 精英津貼計劃

 中四學生，上學期經濟或企業科第一名或 13-14 年中三通識

科第一名（全年學科獎）(註 1)，資助團費為 $2820。-1260-60-1
$2,455 □ 精英津貼計劃

 中五學生，上學年相關學科（全年學科獎）(註 1)，並且是 綜

援 / 全津 (註 2)，資助團費為 $4220。-3165-1055 $1,055 □  精英津貼計劃

 中四學生，上學期經濟或企業科第一名或 13-14 年中三通識

科第一名（全年學科獎）(註 1)，並且是 綜援 / 全津 (註 2)，資

助團費為 $4220。-3165-1055 

$1,055 □  精英津貼計劃

 中五學生，上學年相關學科（全年學科獎）(註 1)，並且是 半

津 (註 2)，資助團費為 $3610。-1260-850-1500 
$1,665 □  精英津貼計劃

 中四學生，上學期經濟或企業科第一名或 13-14 年中三通識

科第一名（全年學科獎）(註 1)，並且是 半津 (註 2)，資助團費

為 $3610。-1260-850-1500 

$1,665 □  精英津貼計劃

 綜援 / 全津 (註 2) 學生，資助團費為 $3165。-3165 $2,110  

 半津 (註 2) 學生，資助團費為 $2110。-1260-850 $3,165  

 人才庫成員，並且是綜援 / 全津 (註 2)，資助團費為 $4220。 $1,055 □  精英津貼計劃

 人才庫成員，並且是半津 (註 2)，資助團費為 $3610。-1260-850 $1,655 □  精英津貼計劃

 人才庫成員資助團費為 $2820。-1260-60-1500 $2,455 □ 精英津貼計劃

 其他學生，資助團費為 $1320。-1260-60 $3,955  

註 1: 中五學生，上學年相關學科(通識、經濟或企業科)第一名﹝全年學科獎﹞ 
註 2: 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全津：「學生資助計劃全額資助」；半津：「學生資助計劃半額資助」。 

証件資料 

1) 回鄉証 如有，請填寫 回鄉証號碼：                                

有效期至：                                 

未有 預計取得日期：                              

2)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証 身份証號碼：                                              

□   有效 /    □   需更換成人身份証 

【請填寫下列資料】 
學生姓名：                           學生班別及學號：           (     ) 
(請其中一項) 
□ 敝子女身體狀況 適合 進行劇烈活動，如騎馬、騎駱駝或滑沙等，如遇意外，本人願意承 
  擔有關風險及接受校方安排。 
□ 敝子女身體狀況 不適合 進行劇烈活動，如騎馬、騎駱駝或滑沙等，請註明原因(如有任 
   何經常性的疾病)：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學生家長簽署：          學生家長姓名：       

考察期間緊急人姓名：      考察期間緊急聯絡電話：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日  期：2015 年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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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航班資料 
6 月 21 日  中國國際航空 CA118 08:30(香港北京) CA1115 14:50(北京呼和浩特)  或 

中國國際航空 CA112 14:10(香港北京) CA1101 20:05 (北京呼和浩特)    
6 月 25 日  中國國際航空 CA1104 08:55(呼和浩特北京) CA109 13:00 (北京香港)    

住宿  
呼和浩特凯基酒店（住兩晚）或 同級酒店 
希拉穆仁草原蒙古人度假村 
鄂爾多斯飯店 或 同級酒店   

用餐 
4x 早餐 -- 酒店；7x 正餐膳食；24/6 晚餐 -- 自理 

參加行程 

☆ 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響沙灣】 ---感受沙漠帶給您的無比浩瀚； 

☆ 陰山北麓一望無際、天然氧吧的【希拉穆仁草原】---遠離城市的喧囂，享藍天白雲下

   大自然的寧靜； 

☆ 達爾扈特 800 年忠誠守衛，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陵園】---帶您領略蒙古帝國金戈鐵馬；

☆ 具有鬼城之說【康巴什新區】---鄂爾多斯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金融中心； 

☆ 全國僅存的一座武衙署【將軍衙署】---清代曆任邊疆一品大將軍府邸； 

☆ 內蒙古自治區成立 60 周年的獻禮工程【內蒙古博物館】---是濃縮了中國北方億萬年

   來生態變遷史與草原文明發展史的一部百科全書； 

☆ 2008 年奧運會贊助商【伊利工業園】---內蒙古乳製品行業龍頭企業； 

☆【大學】進行交流活動並參觀校舍 

☆ 康熙皇帝的家廟【大召寺】---內蒙古香火最為旺盛的藏傳佛教寺廟； 

◆ 精選酒店：全程 3晚 4星級酒店，1晚草原觀景蒙古包； 

◆ 用餐特色：特別安排蒙古手把肉、涮羊肉、蓧面风味、蒙餐。 

◆ 超值贈送：響沙灣套票及沙襪滑沙、草原騎馬 2各景點、防沙脖巾、精美小禮物、礦

   泉水 1瓶/人/天。 
 

 

* 以上行程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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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詳情、責任與細則 

 

團費包括：  01) 當地住宿(以二人一房為標準 ) 

02) 香港往返呼和浩特團體經濟客位機票 

03) 全程機場稅及航班燃油附加費 

04) 全程4早餐7正餐膳食(按行程表所列) 

05) 全程合資格之空調旅遊巴士 

06) 景點門票(按行程表所列) 

07) 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 

08) 招商局保險承保旅遊保險(人生意外最高賠償額港幣25萬元及醫療費用 

    醫療保險港幣17.5萬元) 

09) 旅遊業議會基金印花稅 

10) 出發前到校舉行簡介會 

11) 學校BANNER一張 

 

團費不包括：  01) 旅遊證件及入境簽証費(如需要) 

  02) 行程以外之自費活動 

     03) 酒類、汽水、洗衣、電報、電話及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04) 無論在出發前或行程中，因私人事務、交通阻延、颱風、航機取消或 

 更改時間、罷工或暴動、或其它本公司不能控制的情況下，所引致之

額外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