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239 

敬啟者： 

有關「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事宜 

    為豐富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鼓勵他們從生活中接觸英語，從而建立他們使用英語的信心，本校擬

舉辦「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透過是次遊學團，貴子弟將到澳洲布里斯本遊學，參與英語課堂及遊覽景

點。現將有關詳情表列如下： 

 

一、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二、 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簡介會及出發前的家長會 

     有興趣參加遊學團的學生及其家長，需出席簡介會，以便進一步了解安排及注意事項。 

 

 

 

日期：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十三日 

行程： 詳見附頁 

服務提供機構： 國際學生交流中心 

 商業登記號碼：51281615-000-10-18-8 

 香港旅遊業議會會員號碼: 22437-O 

對象：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名額： 15名或以上 (若少於 15名學生，遊學團將取消) 

費用： 1. 團費 HK$ 22,590。 

2. 團費已包括：膳食、寄住家庭住宿(兩人一組)、交通、參觀、英語課堂學習、旅

遊保險等，惟家長需預備學生個人零用錢。 

3. 費用請以劃線支票繳付，支票抬頭為「靈糧堂怡文中學法團校董會」 

4. 需於三月十八日或之前，以劃線支票繳交第一期團費 HK$10,000、身份證副本及

護照副本。待確實參與人數後，將通知家長確實費用，並需於五月三日或之前以

支票繳交餘款。 

5. 已繳費用，恕不退回。 

隨行老師： 本校老師及國際學生交流中心領隊 

備註： 1. 同學須寫下遊學活動及感想，以作分享及刊登之用。 

2. 是次活動校方會按教育局境外遊學指引安排老師隨團出發，確保學生安全。如因

意外或參加者不按老師及工作人員的指示而引致任何傷亡，本校毋須付上責任。 

3. 患有心臟病、癲癇、傳染病、夜遊症及不適合參加劇烈運動的學生，不宜報名。 

4. 教育基金(課外活動津貼)資助：如屬收費活動，家長需選擇是否運用教育基金，

並需於活動舉行日期前繳交回條及全費。凡符合津助資格者將於 2019年 8月 31

日前以支票退回款項予同學簽收。 

簡介會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日 (星期日） 

時間： 下午 1時至 2時 

地點： 本校地下 G01室 

出發前的家長會 

日期：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6時至 7時 30分 

地點： 本校地下 G01室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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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澳洲布里斯本英語遊學團十六天行程 

 

      星期五 星期六 

日期      28/6 29/6 

      
乘搭客機到

布里斯本 

布里斯本 

觀景台、 

植物園及 

南岸公園 

Mt-Coot-tha 

Lookout 

Botanical 

Gardens & 

Southbank 

Parklands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期 30/6 1/7 2/7 3/7 4/7 5/7 6/7 

上午 

寄住家庭日 

英語課程 

Livingstone Christian College 

寄住家庭日 

下午 

熱帶雨林、 

天空步道及 

螢火蟲洞 

Mt. 

Tamborine 

Sky Walk &  
Glow Worm 

Cave 

昆士蘭 

博物館、 

藝術館及 

科學中心 

Queensland 

Museum, 

Art Gallery 

& Science 

Center 

黄金海岸 

衝浪者天堂 

Surfers 

Paradise 

庫蘭賓野生

動物保護區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華納兄弟 

電影世界 

Movie 

World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期 7/7 8/7 9/7 10/7 11/7 12/7 13/7 

上午 

寄住家庭日 

英語課程 

Livingstone Christian College 

乘搭客機 

返港 

下午 
參觀大學 

Bond 

University  

探訪長者 

 

 

熱帶水果 

世界 

Tropical 

Fruit World 

夢幻世界 

遊樂園 

Dreamworld 

商場購物 

Pacific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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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因名額有限，甄選時會考慮學生是否獲得班主任及訓導組老師推薦。學生需要進行面試，甄選結

果將於三月十四日公佈。 

煩請家長填妥下附回條，並囑咐  貴子弟於三月八日或之前將回條交回英文科老師。如有任何查詢，

可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英文科主任唐得恩老師聯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羅偉文 

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 
-------------------------------------------------------------------------------------- 

 

回      條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239 (有關「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事宜)』內容。

現覆如下： 

1. *□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是次遊學團。 

   *□ 本人不同意敝子弟參加是次遊學團。 

2. *□ 本人將會出席三月十日之簡介會。 

   *□ 本人未克出席三月十日之簡介會。 

此覆 

靈糧堂怡文中學 

家長姓名：         (正楷) 

(或監護人)          (簽署)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二零一九年三月        日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學生手機號碼：                 

運用教育基金(課外活動津貼)選項 

*□ 本人已獲批「2018-2019學年教育基金(課外活動津貼)」。 

*□ 由於本人家庭經濟出現突變，現欲申請「教育基金」課外活動津貼，並附上有關家長信。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