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世博參與世博參與世博參與世博」」」」----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    

                                                    報名表格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性別：______  

香港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回鄉証號碼：＿＿＿＿＿＿＿＿＿   有 效 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聯絡地址： ＿＿＿＿＿＿＿＿＿＿＿＿＿＿＿＿＿＿＿＿＿＿＿＿＿＿＿＿ 

    ＿＿＿＿＿＿＿＿＿＿＿＿＿＿＿＿＿＿＿＿＿＿＿＿＿＿＿＿ 

日間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 
 

參加活動參加活動參加活動參加活動    
 

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曾參加的中學生組織曾參加的中學生組織曾參加的中學生組織曾參加的中學生組織    職位職位職位職位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個人興趣：                                專長：                   

普通話能力：� 流利 � 能應付日常會話  � 能聼,但不會講 � 完全不懂 

是否參加過國情教育培訓班？� 有（地點：         ） � 否 

����        本人承諾本人承諾本人承諾本人承諾 2009200920092009 未未未未有有有有參加過由青年事物委員會資助的有關內地交流活動參加過由青年事物委員會資助的有關內地交流活動參加過由青年事物委員會資助的有關內地交流活動參加過由青年事物委員會資助的有關內地交流活動    

申請人簽署：申請人簽署：申請人簽署：申請人簽署：＿＿＿＿＿＿＿＿＿＿＿＿＿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 

報名須知：報名須知：報名須知：報名須知：    
1.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0 年 5 月 20 日。 
2. 如果報名超額，主辦機構將安排面試甄選，具體時間專人電話通知。 
   面試地點：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38 號威享大廈 13 樓 B室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3.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92 6201 或電郵 info@apec.org.hk 與本中心聯絡。 
4. 本表格所收集的資料，只供籌辦『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之用。 

            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 : : :  

            資助機構資助機構資助機構資助機構：：：：        

    
    

「「「「參與世博」」」」
上海蘇州上海蘇州上海蘇州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2020202010101010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7777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121212 日日日日 ( ( ( (共六天共六天共六天共六天))))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大專學生大專學生大專學生大專學生、、、、中中中中四四四四至中七學生至中七學生至中七學生至中七學生 

                人人人人                數數數數：：：：40404040 人人人人    

                費費費費                用用用用：：：：$$$$2,5002,5002,5002,500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名額有限，擇優錄取）    

                 

 活動查詢：  
    

 電話: 2895 2260    傳真：2185 6201   

 網址：http://www.apec.org.hk   電子郵件：info@apec.org.hk 

 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38 號威享大廈 13樓 B 室 

活動特色： 

� 參與上海世博參與上海世博參與上海世博參與上海世博：參觀上海世博園區，領略國際科技文化風采    

� 豐富國情豐富國情豐富國情豐富國情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復旦大學教授主講中國經濟、外交和歷史等講座 

� 著名學府學習著名學府學習著名學府學習著名學府學習：中國頂尖學府學習，體驗復旦大學學習氣氛和校園環境 

� 特色參觀交流特色參觀交流特色參觀交流特色參觀交流：寶山鋼鐵集團、與復旦大學學生交流    

� 名勝古蹟名勝古蹟名勝古蹟名勝古蹟遊覽遊覽遊覽遊覽：豫園和城隍廟、蘇州拙政園、蘇州博物館 …… 

� 結結結結    業業業業    證證證證    書書書書：修畢課程的學生將獲復旦大學頒發結業證書     



「參與世博」-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 

    
 

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資助機構資助機構資助機構資助機構：：：：    青年事務委員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 

 

一、日一、日一、日一、日        期：期：期：期：    2010 年 8月 7 日至 8月 12 日    

二、地二、地二、地二、地        點：點：點：點：    上海 蘇州    

三、對三、對三、對三、對        象象象象： 大專學生、中四至中七學生 (年齡 24 嵗以下) 

四、名四、名四、名四、名        額額額額： 40 人    

五、團五、團五、團五、團        費費費費： HK2,500 (往返機票、機場稅、保險、國內食宿、講座及參觀費)    

六、六、六、六、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 參與上海世博參與上海世博參與上海世博參與上海世博：參觀上海世博園區，領略國際科技文化風采 

� 豐富國情豐富國情豐富國情豐富國情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復旦大學教授主講中國外交、經濟和歷史等講座 

� 著名學府學習著名學府學習著名學府學習著名學府學習：中國頂尖學府學習，體驗復旦大學學習氣氛和校園環境 

� 特色參觀交流特色參觀交流特色參觀交流特色參觀交流：寶山鋼鐵集團、蘇州開發區、與復旦大學學生交流    

� 名勝名勝名勝名勝古蹟古蹟古蹟古蹟遊覽遊覽遊覽遊覽：豫園和城隍廟、蘇州拙政園、蘇州博物館 …… 

� 結結結結    業業業業    證證證證    書書書書：修畢國情培訓課程的學生將獲復旦大學頒發結業證書 
    

    七、七、七、七、名額及甄選方式名額及甄選方式名額及甄選方式名額及甄選方式    

• 中學組：中學生名額 20 個，由各間中學推薦學生參加。  

• 公開組：公開接受申請名額 20 個，歡迎 24 歲或以下青少年參加。  

• 主辦機構電話通知面試，並按甄選準則面試後，選出 40 人，另後備者 10

人。 

• 主辦機構會以電郵形式通知獲得接納學生，並辦理有關入團手續。 
 

八八八八、參加者責任：、參加者責任：、參加者責任：、參加者責任：    

1. 必須參加出發前簡介會 （2010 年 7 月 3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12:00） 

2. 活動期間，必須出席主辦單位安排的一切課程和活動 

3. 回港後，撰寫專題報告和個人感想，參加主辦單位舉辦的分享會 

活動行程活動行程活動行程活動行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8 月 7日 

(星期六) 

第一天   

上午 

下午 

乘 MU502MU502MU502MU502 航班前往上海 

抵達上海，復旦大學帶團人員到機場迎接 

參觀校園、校史紀念館 

與復旦大學學生交流和座談 

8 月 8日 

(星期日) 

第二天 

上午 

 

下午 

晚上 

講座一：講座一：講座一：講座一：2010201020102010 年上海年上海年上海年上海世博會與中國經濟發展世博會與中國經濟發展世博會與中國經濟發展世博會與中國經濟發展    

講座二：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外交政策講座二：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外交政策講座二：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外交政策講座二：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外交政策    

參觀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晚餐後，觀賞外灘夜景 

遊覽南京路步行街和人民廣場 

8 月 9日 

(星期一) 

第三天 

上午 

 

下午 

參觀上海世界博覽會 

午餐世博會場内 

參觀上海世界博覽會 

8 月 10 日 

(星期二) 

第四天 

上午 

下午 

晚上 

講座三：江南歷史與文化－人文歷史與風土人情講座三：江南歷史與文化－人文歷史與風土人情講座三：江南歷史與文化－人文歷史與風土人情講座三：江南歷史與文化－人文歷史與風土人情    

畢業典禮 

參觀上海環球中心 

遊覽豫園和城隍廟 

8 月 11 日 

(星期三) 

第五天 

上午 

下午 

晚上 

參觀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寶山鋼鐵集團公司寶山鋼鐵集團公司寶山鋼鐵集團公司寶山鋼鐵集團公司 

參觀著名的拙政園和蘇州博物館 

欣賞著名的蘇州評彈表演，夜遊蘇州山塘街 

8 月 12 日 

(星期四) 

第六天 

上午 

 

 

下午 

 

離賓館赴參觀地點 

遊覽中國四大園林之一留園 

蘇州經濟開發區 

離開蘇州前往上海機場 

乘坐 MUMUMUMU702702702702 航班返回香港 

抵達香港，香港國際機場惜別 

    
備註：參觀及交流活動時間以接待單位安排為準備註：參觀及交流活動時間以接待單位安排為準備註：參觀及交流活動時間以接待單位安排為準備註：參觀及交流活動時間以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