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通告 N0.213A/18-19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2012012012018888----20120120120199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黃埔青少年軍校黃埔青少年軍校黃埔青少年軍校黃埔青少年軍校三三三三天天天天訓練營訓練營訓練營訓練營」」」」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各位家長﹕ 

  為擴闊學生視野，豐富學生生活經驗，激發他們的個人潛能及提升對國民身份認同，本校特為

四、五及六年級學生舉辦「黃埔青少年軍校三天訓練營」。是次活動由本校老師及專業領隊帶隊，希

望  貴家長鼓勵同學積極參與。請  貴家長細閱以下資料，無論參加與否，均請於 1 月 25 日(星期五)

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辦理。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填妥回條連同報名表一併交回班主任，以便老師作出甄

選及推薦。成功入選的同學會在 2 月 18 日(星期一)接到學校通知，如未獲通知者，則作落選論。入

選的同學須在 2 月 20 日(星期三)前繳交港幣 200 元活動費用及旅遊證件副本乙份。謝謝！ 
 
活動詳情如下 

人          數： 40 人 (本校四、五及六年級學生) 

日          期： 17-4-2019(三)至 19-4-2019(五) 【學校復活節假期內】 

集合及解散地點： 本校有蓋操場 

活  動  地  點： 黃埔青少年軍校─深圳分校 (深圳市大鵬新區葵鵬路 119 號) 

活  動  目  的： 透過軍訓活動，激發學生的個人潛能、加強面對壓力時的自我調節能力，並提升

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活  動  內  容： 見後頁 

費          用： 每位港幣 200 元正，其餘費用由學校津助。 

(費用包括交通費、兩晚住宿、早餐 2 餐、午餐 3 餐、晚餐 2 餐、培訓費、營內活

動費、全新迷彩訓練服一套、香港領隊小費、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旅遊保障徵費、

三天團體意外保險費。) 

交          通： 直通旅遊巴士接送學生往返本校及黃埔青少年軍校(深圳分校) 

旅  遊  證  件： 參加者必須具有效的回鄉證及以下證件(a、b、c其中一項) 

     a. 有照片的身份證 (永久居民)  或 

     b. 有照片的身份證 (非永久居民) ＋特區護照 /回港證  或 

     c. 無照片的身份證 ＋ BNO /特區護照 /回港證 

甄  選  方  法： 由班主任及科任老師按學生交回的報名表內容、課堂表現、操行等作初步甄選及

推薦，再由負責主任落實入選名單。 

負  責  老  師：何卓欣主任 (查詢：2327 3332) 

帶  隊  老  師：本校老師共五位 

備          註： � 入選的學生須於 2 月 20 日(星期三)前遞交有關旅遊證件副本副本副本副本乙份(A4尺寸) 

給何卓欣主任，請家長事先為  貴子弟檢查有關證件之有效日期。 

� 請盡量以支票付款，支票抬頭需填上「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法團校董會」，支票

背後亦需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電話號碼，以便跟進。。。。 

� 如遇惡劣天氣情況，或教育局宣佈全日制學校停課，當日將取消出發，並由老

師個別通知。是次活動將延期舉行，詳情另行通告，已繳交的費用將不會退回。 

� 活動詳情稍後另行通告。 

 

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黃綺霞 

         
                                          

(內容續背頁)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黃埔青少年軍校三天訓練營時間表 

 

    

註註註註：：：：以上課程內容以上課程內容以上課程內容以上課程內容由由由由黃埔軍校慈善有限公司黃埔軍校慈善有限公司黃埔軍校慈善有限公司黃埔軍校慈善有限公司((((香港辦事處香港辦事處香港辦事處香港辦事處))))提供提供提供提供，，，，軍校軍校軍校軍校導師會按導師會按導師會按導師會按實際情實際情實際情實際情
況作出調整況作出調整況作出調整況作出調整，，，，如有變動如有變動如有變動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     協辦商：卓悅假期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6 號昌泰工廠大廈 4樓 5室                               電  話：23698277 旅行社牌照號碼：352788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培培培培        訓訓訓訓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天天天天        (17/4/2019)    

07：30 學校集合 

08：00—11：00 乘旅遊專車赴深圳黄埔青少年軍校培訓基地 

11：00—12：30 
抵達後換上海軍訓練迷彩服，按人數比例

分成小隊，分房、發放物品 

培養團隊精神與競爭意識; 明白

凡事想做到最好，必先作好準備 

12：30—14：30 午餐、午休 

14：30—17：30 

進行基本隊列訓練：立正、稍息、原地轉

向、原地踏步、齊步正步走、解散集合、

教唱軍歌及預備晚上開營儀式訓練 

培養遵守嚴明的紀律；鍛鍊刻苦奮

鬥和超越自我的能力；使學員明白

團隊合作及相互信任精神 

17：30—18：30 晚餐 

18：30─22：00 

─開營儀式、學習內務整理、與退役解放

軍交流、唱軍歌、班務會議 

─洗澡及洗衣 

培養自我生活訓練、交流總結、並

進一步鍛鍊自身獨立能力 

22 : 00 關燈就寢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天天天天        (18/4/2019) 

06：30—07：30 早起、早操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鍛鍊身體。 

07：30—08：30 早餐、進行內務考核 培養善於管理的生活作風 

08：30—11：30 
進行隊列訓練、軍體拳術、乘坐坦克、 

彩彈野戰對抗(每人十發)、唱軍歌 

學習生存本領，培養刻苦耐勞的作

風，培育合作意識 

11：30—14：30 午餐、午休 

14：30—17：30 
軍體拳術、大炮操作、、、、百米障礙訓練、 

歷奇活動  

突破自我、發揮合作精神及戰勝自

我 

17：30—18：30 晚餐 

18：30—22：00 

─觀看軍事紀錄影片、班務會議、聯歡晚

會、緊急召集及夜行軍 

─洗澡 

培養自身管理的生活習慣、突破自

我及發揮自我潛能力量 

22 : 00 關燈就寢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天天天天     (19/4/2019) 

06：30—07：30 早起、早操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鍛煉身體 

07：30—08：30 早餐、進行內務考核 培養善於管理的生活作風 

08：30—11：30 軍體拳術、投擲教練手榴彈、隊列訓練 
培養遵守嚴明的紀律；突破自我及

發揮合作精神 

11：30—13：00 午餐、小休 

13：00—14：00 軍訓結業儀式、隊列匯操表演和頒發證書 

14：00—17：00 離營，乘坐旅遊專車返回學校，行程結束！ 



學校通告 NO.213A/18-19 
                <回條請交班主任轉交何卓欣主任> 

回回回回        條條條條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2012012012018888----20120120120199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黃埔青少年軍校三天訓練營黃埔青少年軍校三天訓練營黃埔青少年軍校三天訓練營黃埔青少年軍校三天訓練營」」」」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本人已詳閱通告內容，敝子弟  

 □□□□有意有意有意有意    參加上述活動，現附上活動報名表乙份。 

        補充資料：敝子弟 □□□□同時申請參加「與廣州市從化區河濱小學交流團」   

□□□□沒有申請參加「與廣州市從化區河濱小學交流團」 

□□□□無意無意無意無意    參加上述活動。 

 

                                            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                   

二零一九年一月   日                               家長簽署﹕                   

請選擇適合□加�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表表表表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由學生填寫由學生填寫由學生填寫由學生填寫))))    

    

班別：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  性別：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1. 你對參加這次軍校訓練營有甚麼期望？ 

                                                                                           

                                                                                  

                                                                                 

2. 你預計在這次軍校訓練營中會遇到甚麼困難？你會如何克服？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由由由由學校填寫學校填寫學校填寫學校填寫))))     
1. 班主任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2. 負責主任姓名：      何卓欣       

班主任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主任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 推薦   □ 不推薦              □ 推薦   □ 不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