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邑司徒浩中學通告 2016/2017 年度第 83B號
英語交流團（資助部份）
敬啟者：
本校將於學年考試後，舉行英語交流團，讓同學善用餘暇，並藉此提高英語水平及瞭解當地文
化和歷史。由於 貴子弟（__ 班
同學）的英文科考試成績於班中表現卓越，現獲部
份資助參加。此遊學團由香港國旅有限公司協辦，並由本校老師帶領，詳情如下：
日期

2017 年 6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 (共 5 天) (行程見附表一)

費用

$4100*（每位港幣$7,680，學校已資助$3580）
*費用已包括：全程住宿、當地旅遊車、語言學校之英語課程、景點門票、行程中
列明之膳食、專業遊學領隊、司機服務費、團體旅遊保險、出發前說明會、旅遊
業議會印花稅、往返機票、保安稅。(燃油附加費或稅項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
後公佈為準，以上資料僅為參考。若費用有所調整，參加者須繳交差額)

當地住宿

渡假村 (D’Resort 或同級) 或

參加人數

是次活動名額為 18 名，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學校將以學生之操行、課堂表現、
成績及老師推薦作篩選。

備註

香港國旅已為是次境外遊購買保險，承保公司為藍十字保險公司；若有需要，家
長亦可考慮自行購買額外保險。

酒店(三星或以上)

現特奉函 台端，敬請查照，並請於二月二十八日或以前簽署電子通告。如有任何查詢，請致
電 2952 9019 與李詩韻老師或英文科主任廖佩詩老師聯絡。最後，懇請叮囑 貴子弟於活動期間聽
從師長指導，照顧自身安全，避免發生意外為要。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啓
註：此通告只作統計參加人數之用，故此暫時不需繳交費用。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回 條
（通告 2016/2017 年度第 83B號）

敬覆者：
＊□
＊□
此覆
李校長

本人
本人

同意 敝子弟參加英語交流團。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英語交流團。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 學號：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並在適當□內加上 

附表一
五天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日

程

香港 ~ 新加坡
(計劃航班 CX759 09:00-13:00 或 SQ857
- 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 由香港專家領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
- 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
- 下午茶于阿坤品嘗一片咖央多士+一杯奶茶/咖啡/milo
26/6(一)

第一天

09:05-13:05 )

- 漫步市區遊 : 魚尾獅公園 ~浮爾頓酒店 ~ 濱海藝術中心 ~ 國會大廈 ~ 市政廳~
維多利亞劇院~百年吊橋~聖安德列教堂等
- 晚餐品嘗娘惹
- 入住當地三星級酒店 : 酒店提供免費 WIFI
IBIS NOVENA http://www.easyhotelcompare.com/Hotel/Ibis_Singapore_Novena.htm 或
FORT CANNING LODGE http://ywca.org.sg/contact/
LINK HOTEL http://www.linkhotel.com.sg/
或同級
魚尾獅公園:
魚尾獅（Merlion）是一種魚頭的動物。它於 1964 年由當時的 Van Klef 水館館長 Hoiltrevay Brkljner
先生所設計的。2 年後被新旅局採用作為標誌，一直用到 1997 年。而這期間，魚尾獅已成為新加
坡的代表，如同法國的巴塔或美國的自像。沿著河畔漫步,欣賞著名建築物,如:浮爾頓酒店、濱海藝

27/6(二)

第二天

術中心、 國會大廈、 市政廳…等。
早餐於酒店
- 中/大學探訪與交流 (由旅行社代安排)
- 午餐 FORT CANNING LODGE 自助餐
- British Council 英文課程 2 小時(由旅行社代安排)
- 濱海堤壩
- 濱海彎花園 (外觀拍照)
- 晚餐于老巴剎熟食中心（每人分發 S$10.00）
- 超市看人生
- 回返酒店。
濱海堤壩 :
濱海堤壩將會成為新加坡的新地標！橫跨 350 公尺的海濱海峽的堤壩，由 9 座各長達 30 公尺
的鋼製水閘組成。除為瞭解決供水短缺的問題外，新加坡政府還銳意打造堤壩成市區的休憩地方，
堤壩主樓包括了永續新加坡展覽館（Sustainable Singapore Gallery）、餐廳及精品店，市民可以到
這裏遊玩和認識城市發展。
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
是位於 新加坡濱海灣中央的 公園，於 2012 年落成，佔地 101 公頃，全土興建於 填海土地上，毗
連 濱海蓄水池（英語：Marina Reservoir）。興建濱海灣花園的構思開始於 2006 年，期望可以促進
新加坡由花園城市進化為「花園中的城市」。

-

28/6(三)

第三天

29/6(四)

第四天

早餐於酒店
British Council 英文課程 2 小時(由旅行社代安排)
城市規劃館 URA City Gallery
午餐品嘗海南雞飯
歷史古街:牛車水~小印度~甘榜格南~阿拉伯街~舊蘇丹皇宮(周邊拍照)~清真寺(外觀)
晚餐中餐
夜間動物園
返回酒店休息

城市規劃館:
展示著星加坡於短短 50 年內從落後的漁村蛻變成第一世界的國際大都市。館內一大亮點是龐大
的建築模型，利用聲光效果向您栩栩如生地展示市中心全景。另外一個亮點是 270 度環繞劇場，
展現新加坡從日出而作到日落而息的生活景象。您還可以體驗其他互動活動，親自動手嘗試城市
規劃，進一步瞭解新加坡如何保護城市歷史遺產。
牛車水:
是華族祖先飄洋過海來到新加坡，他們大部分是福建人，廣東人，海南人以及客家人等自 1821 年
逐漸形成的聚居地。這裡已成為一個古老華人社會的縮影。
小印度、阿拉伯街 :
小印度的位置沿 實龍崗河，最初吸引了養牛業，該區的牲畜貿易一度相當突出。後來，其他經濟
活動發展起來，到 20 世紀初，該區開始看起來像一個 泰米爾人的族裔社區。區內有數座印度教寺
廟，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場所, 阿督卡夫回教堂建於 1859 年，得名於一位 泰米爾人律師，建築為 阿
拉伯文藝復興風格。其祈禱廳裝飾着摩爾式的拱，體現伊斯蘭教的歷史。
阿拉伯街也稱為甘榜格南街，是以生長在沼澤地周圍的樹木 Gelam 樹命名的。這裏是新加坡穆斯
林的聚居區。每年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誕辰都在這裏舉行街頭慶祝活動，來自島國各地的伊斯
蘭教徒齊集幹達哈街，好像嘉年華會般熱鬧。阿拉伯街兩邊有很多回教特色的商店、建築，著名
的蘇丹回教堂也在這條街上。
夜間動物園:
夜間野生動物園是世界上第一個專為夜間活動的動物而建造的動物園，座落於 40 公頃次生雨林
中，園內草木叢生，遊客可步行或乘坐電瓶車遊園。夜間野生動物園擁有 130 種動物，其中 35%
是瀕危物種。猶如月光的特別照明下，可在寬闊的自然棲息地中觀察這些夜行動物的行蹤。
- 早餐於酒店
- British Council 英文課程 2 小時(由旅行社代安排)
- 聖淘沙島
- 午餐於環球影城內（每人分發 S$10.00 P/Pax）
- 環球影城
- 島內乘坐單軌小火車
- 晚餐於 Arches 自助餐
- 時光之翼
- 返回酒店休息
聖淘沙島:
聖淘沙島最初只是一個小的漁村，名叫Pulau Belakang Mati，在馬來語中是「背後潛伏着死亡的島」
之意。在二戰中，這裏是英國的軍事要塞，建有西羅索炮台等工事。英軍在此部署了防衛 火炮，
指向南方，準備抵抗日本從海上的進攻。現時聖淘沙島已成為當地的旅遊勝地，主要大型項目有
兩個 高爾夫球場及 7 間酒店。當中包括 聖淘沙名勝世界及 新加坡環球影城主題公園。
環球影城:
環球影城 24 個景點和雙軌過山車等專案中，有 18 個專為新加坡設計，全球獨有的遊樂項目，包
括科幻影集太空堡壘(Battlestar Galactica)為藍本，高度達 42.5 米的雙軌過山車；以及擁有 3500 個
觀眾席、全球最多座位的未來水世界劇場等。新加坡環球影城擁有 古埃及、失落的世界和好萊塢
大道等七個主題區，讓電影世界的神奇，為遊客掀開探險旅程的序幕。鬥惡霸、追明星，遊客將
隨著不同電影的劇情，從一個螢幕轉移到另一個，沉浸在 星光大道的耀眼光芒中。
時光之翼:
世界唯一設在海邊的夜間戶外匯演－ 由水幕立體投影、鐳射特效、火焰和樂曲，創造出時空跳躍
的魔幻世界，讓精彩刺激的歷險傳奇。這場水上騷結合了噴泉、煙花、真人表演及立體投影等視
覺特效，表演全長 25 分鐘，故事內容圍繞兩名少年協助一隻名為 Shahbaz 的鳥，尋找歸途中穿梭
時間和空間的旅程。

新加坡 ~ 香港

( 計劃航班 CX716

18:15-22:05

或

SQ872

15:05-18:50)

- 早餐於酒店
- 國家博物館
- 午餐中餐
- 新生水世界(安排導賞員)
- 於約定時間送往樟宜國際機場
- 乘搭豪華客機飛返香港
- 取回行李後團隊解散
30/6(五)

國家博物館:

第五天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是 新加坡的一座國立博物館，同時也是新加坡
歷史最久遠的博物館。這座博物館可追溯到 1849 年，在當時，博物館僅僅是新加坡公共機構中一
個 圖書館的一部分。在經過幾次變革和佈置之後，于 1887 年成為了一個獨立而永久存在的場所。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主要以展示新加坡歷史為主。1965 年時，博物館開始使用現在的名稱，在 1993
年至 2006 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人們稱它為新加坡歷史博物館（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新生水世界 :
在參觀「新生水」（NEWater）的展覽中心時，導賞員詳細講解新生水的生產過程。首先，新生水
的水源來自經過初級及生物處理的生活污水（就如由香港沙田污水處理廠排放出吐露港經處理後
的污水）。在整個新生水的生產過程中可分為三個步驟：首先是微過濾（microfiltration）階段，把
污水中的粒狀物和細菌等體積較大的污染物質過濾出來；然後再用高壓將污水擠壓透過逆滲透隔
膜（reverse-osmosis membrane），將已溶解的鹽分、藥物、化學物質和病毒等較小污染物質過濾出
來；最後再經過強力紫外線消毒，就得到了純度極高的新生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