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邑司徒浩中學通告 2016/2017 年度第 103D 號
聯課話動組舉辦之惠州市體育運動交流夏令營（高中繳付團費）
敬啟者：
貴子弟_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學已被甄選參加由本校及余振強紀念第二中學
合辦的「惠州市體育運動交流夏令營」活動，隨函附上行程表（見附件一），主辦單位已為是次夏
令營購買保險。現請繳付團費如下：
□ 團費原為 HK$2,250，教育局資助 HK$1,260，學校資助 HK$600，學生需付 HK$390。
□ 學生符合賽馬會全方位學習津貼的資助資格，團費原為 HK$2,250，教育局資助
HK$1,800，學校資助 HK$300，學生需付 HK$150，夏令營完結後及表現理想者，可獲退
回全數款項。
現特奉函 台端，敬請查照。回條、銀行客戶通知書（如有）及個人資料及聲明表（見附件二）
，
請經 貴子弟於六月二日（星期五）或以前交回體育科科主任黎昭麟老師（聯絡電話：2347 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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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方式：
1. 銀行付款－ 透過銀通自動櫃員機轉賬繳費，繳費後於客戶通知書上書寫學生班級及姓名交回校方。
不接受於銀行櫃台以現金或支票入數方法繳費，銀行會收取手續費。
學校賬戶資料： 賬戶名稱－五邑司徒浩中學法團校董會
付款銀行－中國銀行
賬戶號碼－012 815 0002189 8
2. 繳費靈－
透過電話 18033 或互聯網 www.ppshk.hk 繳費。
學校繳費靈商戶編號：9719
學生編號：學生登入校園綜合平台個人帳號，不包括頭一個英文字母。

二零一七年五月二十六日
---------------------------------------------------------------------------------------------------------------------------回 條
（通告 2016/2017 年度第 103D 號）

敬覆者：
本人知悉「惠州市體育運動交流夏令營」活動一事，並
＊□ 透過銀通自動櫃員機於六月二日或以前繳付團費 HK$__________。
＊□ 使用繳費靈於六月二日或以前繳付團費 HK$__________。
＊□ 學生智能咭繳費系統戶口有足夠結餘，請校方自行扣除團費 HK$__________。
此覆
李校長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零一七年六月______日
*請在適當□ 加上「」
，並在空位上填寫銀碼

附件一

每天活動時間表：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起
早

6: 30
7: 15- 8: 15
9: 45- 9: 55

餐

體育館
午
餐

友誼比賽/
專項測試

收拾行李後
離開

分配房間

15: 30- 17: 30 專項田徑
訓練包 括：短 第二節：專項田徑訓練 包
跑、中長跑、 括：短 跑、中長 跑、跳項、
跳項、擲項 進 擲項 / 球類訓練
行訓練/ 球類
訓練

20: 00- 21: 45

床

第一節：田徑隊進行訓練
及球隊進行訓練
地點：田徑場 /

12: 45- 13: 45 到達及午餐

18: 00- 19: 30

第四天

到田徑場 / 體育館

10: 00- 12: 00

13: 45- 14: 45

第三天

晚

抵達學校後 解散
遊覽惠州
名勝/景點

餐

第三節：檢討專項訓練情况，
運動日誌及團隊活動

接待安排
I.
學校名稱：廣東省惠州市體育運動學校
地址：廣東省惠州市惠城區河南岸體育南路
II.

住宿：入住惠州市體育運動學校內賓館，提供基本生活設施及房間清潔服務。

III. 餐飲：安排在惠州市體育運動學校餐廳用餐，早餐及正餐均為自助式，正餐配優酪乳或水果，
營養搭配均衡、確保衛生安全。
I V. 醫療服務：營地設有醫務室，提供付費基本醫療和急救服務。如需入院治療，主辦方面將派員
協助陪同到就近公立醫院就醫。根據有關規定，香港居民可以到內地任何醫療機構就醫，費用
標準與國內居民相同，支付方式可以為現金或信用卡。

附件二

五邑司徒浩中學
聯課話動組
惠州市體育運動交流夏令營
個人資料及聲明表
甲部： 基本資料
(一)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 (
)
性別： 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年齡：_____
住宅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請在適當的位置加上號）
1. 持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是
□ 否
(二) 緊急聯絡人資料
緊急聯絡人姓名

參與加者之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號碼

(1)
(2)
(三) 健康申報及病歷紀錄 (請在適當的位置加上號)
病症

曾經患上
(請列明病癒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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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病
哮喘
羊癎症
血壓高/低
肺癆
肝病
藥物敏感
其他：請註明
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人以往曾 /不曾* 做過手術。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以往曾/ 不曾* 有經驗顯示本人健康情況不適宜作劇烈運動或參加某類型的活動。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需要 / 不需要* 特別的膳食安排。如需要，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部： 證件資料 (請在適當的位置加上號)
1. 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咭)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___________年 ____月_____日
□現正申請新證 (領取新證日期： ___________年 ____月 ____日) * 必須於出發前
*請在下面空格貼上身份證明文件的副本：
1 香港身分證副本

2 回鄉證副本

丙部： 申請人聲明
本人聲明個人資料表所填寫之資料正確無訛及本人之健康情況適宜參加戶外活動，承諾遵
守 貴校訂定的規則，嚴守紀律，參加所有與「惠州市體育運動交流夏令營」有關的培訓及學習
活動，並完成計劃所訂的學習要求。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丁部： 家長 / 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同意敝子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由 貴校主辦的「惠州市體育運動交流
夏令營」。謹此聲明以上各項資料均據實無誤，及敝子女身體狀況良好，並無任何疾病導致不適
宜參加是次活動。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惠州市體育運動交流夏令營」期間，如遇緊急醫療事故， 貴校負
責人在未能即時聯絡本人的情況下，將在當地的醫護人員指示下作決定。
若敝子弟在參加「惠州市體育運動交流夏令營」期間，因不注意自身安全或不遵守導師的
指導，遇到意外及引伸任何後果，本人將不會向 貴校追究任何責任或索取賠償。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