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夏園丁大聯歡—2012 遼寧冰雪之旅＂日程安排 

(具體行程以到達當地安排為準)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第一天 12 月 26 日（星期三） 

 

從香港灣仔中旅社 (灣仔軒尼詩道 138 號修頓中心地下 1 號)門

外 或 九龍塘理想酒店門外 乘旅遊巴到深圳機場。深圳機場

乘飛機往瀋陽。去程航班分批上機： 

1. ZH 9979 (14：45–18：10) 

2. ZH 9897 (18：10–21：40) 

全 天 各地園丁代表報到、入住遼寧大廈。 

第二天 12 月 27 日（星期四） 

07:00—08:00 早餐 

08:30—09:00 

開幕儀式 

1.教育部、遼寧省人民政府領導致辭、遼寧省教育廳

廳長主持； 

2.一位內地園丁代表發言。 

09:00—09:45 合影及茶歇 

09:50—11:50 
講壇： 

遼寧省知名專家做遼寧歷史、文化等方面的專題報告。 

12:00—13:00 午餐 

14:00—17:00 參觀瀋陽故宮 

18:00—20:00 歡迎晚宴 

第三天 12 月 28 日（星期五） 

07:00—08:00 早餐 

08:00—12:00 赴瀋陽有關學校參觀考察 

12:00—13:30 午餐 

14:00—17:30 

分四組進行分論壇的交流： 

校長園長組：（學校/幼稚園管理與內涵發展） 

中學教師組：（教學模式創新與學生個性發展） 

小學教師組：（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健康成長） 

幼兒教師組：（科學保教與幼兒身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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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8:00—19:00 晚餐 

19:30—21:30 觀看演出 

第四天 12 月 29 日（星期六） 

07:00—08:00 早餐 

08:00—10:30 統一乘車，參觀遼寧省博物館 

10:30—11:30 乘車遊覽瀋陽經濟開發區（國有大型企業聚集地） 

11:30—12:30 分組午餐 

13:00—17:00 
分組乘車，參觀中國（瀋陽）工業博物館，參觀瀋陽機床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或北方重工集團有限公司 

18:00—19:00 晚餐 

19:30 返回酒店，園丁代表休息、排練節目 

第五天 12 月 30 日（星期日）  

07:00—08:00 早餐 

08:00—12:30 統一乘車：赴棋盤山體驗冰雪文化 

12:30—13:30 午餐 

14:30—17:30 返回酒店，園丁代表自由活動、排練節目 

17:30—18:30 晚餐 

19:00—21:00 閉幕式及華夏園丁大聯歡節目表演 

第六天 12 月 31 日（星期一） 

 

從瀋陽乘飛機返深圳機場，再乘旅遊巴返港。旅遊巴下車地點

先為 九龍塘理想酒店門外，後為 灣仔中旅社 (灣仔軒尼詩道

138 號修頓中心地下 1 號)門外。回程航班分批上機： 

1. ZH 9928 (14：25 – 18：30) 

2. ZH 9842 (15：50 – 21：05)，中途停站：常州 

全 天 各地園丁代表離會 

 



 
九龍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樓   

17/F, Bright Way Tower, 33 Mongko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7703918           傳真 Fax  (852)  27705442 
網址 : www.hkfew.org.hk   電郵: hkfew@hkfew.org.hk 

華夏園丁大聯歡─2012 遼寧冰雪之旅 

報名表格 
(請於 11 月 8 日前填妥報名表連同支票寄回)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會員編號   非會員 性別  男   女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份證/護照號碼                                 (    ) 國籍  宗教信仰  

回鄉證號碼  回鄉證有效期至         年     月     日 

通訊地址（中文）  

聯絡電話（日間）  （手提）  傳真  

E-mail  

任職學校或單位（中文）  職稱  

學校類別 中學     小學      幼稚園      特殊教育 任教科目*  

文藝特長  是否暈車  是     否 

有無飲食禁忌  無     有___________ 飲食要求  素食  其他______________ 

乘旅遊巴地點：  灣仔中旅社                         九龍塘理想酒店 

參加教育論壇組別：（請選擇其中一項） 

  中小學校長/幼兒園園長組        中學教師組        小學教師組        幼稚園/幼兒園教師組 

參加分組論壇主題：（請選擇其中一項） 

  1.  學校/幼兒園管理與內涵發展                                2.  教學模式創新與學生個性發展     

  3.  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健康成長                             4.  科學保教與幼兒身心發展 

 本人願意就所選擇的分組論壇主題提交論文(請於 11 月 5 日前提交)：  是  否 ， 

 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聯絡人姓名（中文） 電話（日間） （手提） 

  雙人房 同房者姓名（如有）   單人房（需繳交附加費，費用待定） 

【註】* 此活動只限現職中學/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校長/教師參加。 
            * 請以正楷書寫中英文姓名，並與身份證完全相同。個人資料只用於報名及購買旅遊保險之用。 

         * 任教科目只需填寫一至兩科主要科目。 
         * 報名表格請連同港幣 4,500 元劃線支票(抬頭：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 郵寄至九龍旺角道 33 號 

凱途發展大廈 17 樓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收，信封面請註明「華夏園丁報名」。費用已包括來回

機票、旅遊巴、住宿、旅遊保險。 
* 機票不可改期、不可轉簽及不可退票。 

         * 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本會以收妥報名表格及支票日期為準。 
         *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70 3918 與李鳳瓊秘書長或黃玉梅小姐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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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 Bright Way Tower, 33 Mongko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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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園丁大聯歡—2012 遼寧冰雪之旅 

邀請函 

 
敬啟者： 

    為進一步加強兩岸四地教師的交流，今年「華夏園丁大聯歡─2012

遼寧冰雪之旅」將於 12 月 26 日至 31 日在遼寧瀋陽舉行。是次活動由中

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辦，遼寧省教育廳、香港

教育工作者聯會、澳門中華教育會及海峽兩岸教育交流促進協會協辦。活

動內容包括主題論壇、學校參觀考察、分組論壇、參觀瀋陽故宮、赴棋盤

山體驗冰雪文化等。 

 

    以往只有未曾參與此活動的同工獲邀報名，但由於不少曾參與活動的

同工都認為內容豐富，欲再次參加。為此，本會決定凡曾經參加過華夏園

丁的同工，只需邀請一位新團友同行，便可一起報名參加。 

 

    現專函誠邀  閣下參與是次活動，謹附上活動日程安排以供參考。有

興趣者，請於 11 月 8 日前填妥報名表並連同港幣 4,500 元劃線支票(支票

抬頭：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郵寄至本會(九龍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樓，信封面請註明「華夏園丁報名」)。如有查詢，請致電 2770 3918

李鳳瓊秘書長或黃玉梅小姐。 

 

 

 此致 

各位校長 

 

 

 

           主席 黃均瑜 謹啟 

 

2012 年 10 月 15 日 
 

附﹕「華夏園丁大聯歡─2012 遼寧冰雪之旅」日程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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