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遊學計劃 2018(意向書)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Ma Kam Mi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Ma Chan Duen Hey Memorial College
活 動 通 函 第 152/219 /2017-18 號
『國際文化校園計劃』通訊---美國遊學計劃 2018
敬啟者：
本校「美國遊學計劃」深受學生及家長歡迎，由 2010 至 2017 年已有 120 多名學生獲選參加計劃，參加者於美
國交流期間獲得寶貴學習體驗。本年度「美國遊學計劃 2018」現在接受報名，有關詳情如下：
Name of Program 計劃名稱

USA Student Exchange 2018 美國遊學計劃 2018

Destination 地點

Detroit and Monroe (Michigan) & Toledo (Ohio) USA
美國密歇根州底特律市、門羅市及俄亥俄州托萊多市

Dates of Tour 日期

2018.06.21 – 2018.07.06

Enrolment Quota 名額

10 – 12

Chaperones 領隊

MCDH Teachers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Outbound Tour Escort) and American Teachers
本校教師 (香港旅遊業議會外遊領隊) 及美籍教師



Tour Fees
費用




Activities
活動




Regions and Attractions
地區及景點

Stay with host families 住宿美國家庭
Join activities and service projects with US youths 與美國青少年參與活動及服務
Church community visits; sightseeing and picnic 到訪教會及社區、觀光及郊遊野餐
In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s: Fireworks displays, parades, family gatherings, etc.
美國獨立日 (國慶日) 慶祝活動：煙火、節慶遊行及家庭聚會等。

Lake Erie (one of the five Great Lakes in North America), The Henry Ford (Museum,
Greenfield Village, Ford Rouge Factory Tour), etc. 部分景點包括伊利湖 (北美洲五大湖
之一)、亨利·福特美國創新博物館和格林菲爾德村等。


Subsidy
資助

HK$11,000-$13,000 (Subject to ticket price upon issuance) 按實際機票價格而定。
Fees inclusive of round trip plane tickets (economy), airport taxes and charges, travel
insurance, meals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for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and
entrance fees. (Tour fees do not include costs for passport, US visa, and personal
expenses.) 包括來回機票 (經濟客位)、機場稅及費用、旅遊保險、食宿及交通、
由校方安排之活動及觀光費用。 (團費並不包括護照、美國簽證及個人消費等。)

The school may offer subsidies to students with reference to CSSA and SFAA (Full/Half
Grant) records or those in financial hardship. 本校或考慮津貼屬於「綜援」
、
「全津」、
「半津」及「經濟困難」學生參加是次遊學計劃。



The following will be considered in the recommendation and selection process: IISA
records, academic and conduct performance, interview, teacher/selection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s. 校方將按下列項目推薦及遴選學生參加計劃：
「國際文化校園計
劃」服務紀錄、學科成績、操行成績、面試及教師/遴選委員會推薦。
有關上述計劃及活動詳情，請向負責老師 Mr. Charles Fok 查詢 (電話：2706 7477) 及索取報名表格。

Recommendation and
Selection
推薦及遴選

(所有由學校發出之通告，必須蓋有校印方為有效。)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校長 彭志遠 謹啟
二零一八年二月八日
--- --- -------- ------ -------- ------ -------- --【 意 向 書 】----- ------ -------- ------ -------- ------ --  ---- 活 動 通 函 第 152/219/2017-18 號
(請 於 2 8 / 2 / 2 0 1 8 或 之 前 將 意 向 書 交 班 主 任 彙 收 )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上述計劃：
 本人及敝子女對「美國遊學計劃 2018」有興趣，並希望索取報名表格及進一步了解詳情。
 敝子女暫不參加「美國遊學計劃 2018」。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金馬陳端喜紀念中學彭志遠校長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 (
緊急聯絡人電話：
二零一八年二月

日

(請於適合的□內加上「」）

)

本校網址：http://www.mcdhmc.edu.hk

我們承諾：「以優秀的團隊精神和專業知識，竭盡所能，提供優質的教學，培養我們每一個學生，品學兼優，榮神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