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友須知 

 

出發日期： 2018 年03 月31 日 (六)   集合時間：早上 07:30 

集合地點：香港東鐵落馬洲站集合(下車後落一層大堂中間出閘位置) 

注：如乘搭其他交通工具往落馬洲站之團友，也請前往東鐵出閘機位置集合。 

 

去程日期: 2018 年 03 月 31 日 (六)  回程日期: 2018 年04 月04 日 (三) 

去程高鐵車次： G6030  回程高鐵車次： G6001 

從 深圳北 前往  

長沙南 

從 廣州南 前往  

長沙南 

從 長沙南 前往  

深圳北 

從 長沙南 前往 

廣州南 

出發時間：09:25 

抵達時間：12:42 

時間：3小時17分 

出發時間：10:05 

抵達時間：12:42 

時間：2 小時 41 分 

出發時間：15:00 

抵達時間：17:58 

時間：2小時58分 

出發時間：15:00 

抵達時間：17:23 

時間：2小時23分 

 

一、 查詢電話： 

內地導遊 (徐擴) ：13975110751（內地） 

副團長（閱讀夢飛翔 (Leon Yu 余樂文)）：14714539687（內地） 

聯絡人（閱讀夢飛翔長沙職員 (蔣志成)）：18390873525（內地） 

 

二、 工作人員： 

團長：閱讀夢飛翔 (Mark Lee 李明斌) 

副團長：閱讀夢飛翔 (William Chiu 趙士偉)、閱讀夢飛翔 (Leon Yu 余樂文) 

執行秘書：閱讀夢飛翔 (Karen Ng 吳珈慧) 



 

 

 

三、 重要提示：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門旅遊時，緊記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 

自行額外購買旅遊保險者，請於出發前把保險公司名稱及保單編號通知本基金Karen，以備不

時之需。 

 

四、 旅遊大巴座位表 

1    

 

 

通 

道 

 導遊 2 

3 黎棟國 趙士偉 李明斌 丁永強 4 

5 司徒浩朗 趙林仲愛 吳珈慧 陳潔芳 6 

7 黄冬霞 溫少薇 劉素珍 劉肖蘭 8 

9 羅瑞潔 盧馥明 區月華 陳碩志 10 

11 譚彤芳 關瑞冰 王恩妍 姚菲 12 

13 譚光炎 何雪蘭 余樂文 蔡傲漩 14 

15 王元亨 陳敏 陳志強 錢志美 16 

 

五、 房間分配表 

1 黎棟國 6 吳珈慧、陳潔芳 11 譚光炎、何雪蘭 

2 趙士偉、趙林仲愛 7 劉素珍、劉肖蘭 12 關瑞冰、譚彤芳 

3 司徒浩朗、丁永強 8 區月華、陳碩志 13 王元亨、陳敏 

4 李明斌 9 溫少薇、黄冬霞 14 錢志美、陳志強 

5 余樂文、蔡傲漩 10 羅瑞潔、盧馥明 15 姚菲、王恩妍 

 

六、 課室遊戲建議 

Bingo 老師說 大風吹 有口難言 猜皇帝 紅綠燈 

上達學校三年級學生 37 人，四年級學生 44 人，每級分為兩組，即四組。 

遊戲用具及材料需團友們各自準備。 



 

 

 

七、 分組名單： 

探訪學生，交流，玩遊戲：（分四組） 

1.  三年級 A 組 (課室) 趙士偉、黎棟國、趙林仲愛、司徒浩朗、羅瑞潔、盧馥明、姚菲 

2.  四年級 A 組 (操場) 李明斌、陳敏、王元亨、譚彤芳、譚光炎、何雪蘭、丁永強 

3.  三年級 B 組 (課室) 吳珈慧、陳潔芳、劉素珍、劉肖蘭、錢志美、陳志強、關瑞冰 

4.  四年級 B 組 (操場) 余樂文、蔡傲漩、王恩妍、溫少薇、黄冬霞、區月華、陳碩志 

 

觀看閱讀課環節及團餐安排：（分三組） 

1.  圖書館 趙士偉、黎棟國、趙林仲愛、司徒浩朗、羅瑞潔、盧馥明、姚菲、 

區月華、陳碩志 

2.  課室 A 李明斌、陳敏、王元亨、譚彤芳、譚光炎、何雪蘭、丁永強、溫少薇、黄冬霞 

3.  課室 B 吳珈慧、陳潔芳、劉素珍、劉肖蘭、錢志美、陳志強、關瑞冰、 

余樂文、蔡傲漩、王恩妍 

 

八、 注意事項： 

1. 天氣預測: 溫度: 在10 ﾟC - 30 ﾟC ，微風有雨 

2. 衣服以輕便舒適為主，早晚天氣稍涼，請備外套 

3. 請團友必須帶有效香港身份証及回鄉證出席；如屬內地居民，請攜帶內地身份證出席 

4. 前往集合地點，建議乘搭東鐵往落馬洲站。（紅磡至落馬洲站車程約45分鐘） 

5. 由於出發當天是公眾假期，人流較多，請團友提早出發，準時早上07:30到達香港東鐵落

馬洲站集合(下車後落一層大堂中間出閘位置) 

6. 由於第一天及第三天車程較長，建議團友自備乾糧，以備不時之需 



 

 

 

7. 危險及易燃物品，不可帶上車 

8. 行程第四和第五天, 請各團友穿上閱讀夢飛翔團衣。（未領取閱讀夢飛翔團衣的參加者將

於出發當日派發。） 

9. 當地餐館的茶水杯一般較細，如有需要可自備較大的膠杯 

10. 請帶備慣用平安藥物及沿途緊急醫療用品，以應不時之需。若長期服用指定藥物，宜出發

前準備足夠份量 

11. 請各小組預備約40分鐘的課室或戶外遊戲，行程第四天將於課室或操場內，與小學生們

一同玩遊戲。(留意遊戲設計要因應學生水平，並建議多元化) 

12. 大會將提供遊戲獎品，每組約60份；個別團友或小組也可自備小禮物，作為第四天與小

學生玩遊戲時的獎品 

13. 由於今年並沒有安排大會攝影師跟團，希望各團友於活動後把活動照片經電郵／

Whatsapp 發給基金 

14. 4月3日晚上的行程檢討及分享時間約一小時，請各團友按時間出席 

15. 酒店備有一般洗浴用品，為響應環保，酒店不備牙刷、牙膏，請自行準備。同時，如有需

要，可自備拖鞋、濕紙巾、咖啡包及轉換插頭和充電器等 

16. 所有行程將因應實際情況或需要，可能作出調動 

 

 

 

轉換插頭式樣如下： 

 



 

 

 

九、 “愛·閱讀·夢之旅” 後兩天探訪及體驗行程 

日程 行程 

第四天 

4 月 3 日 

(星期二) 

參加雙峰縣荷葉鎮寶農中學開館儀式和參訪活動 

07:00 酒店早餐 

07:30-08:40 由酒店乘坐旅遊大巴前往雙峰縣荷葉鎮寶農中學參加開館儀式 

08:45-09:00 嘉賓入座，然後學生、家長有序進場 

09:00-09:03 儀式正式開始：全場肅立、奏國歌 

09:03-09:10 校長致歡迎辭 

09:10-09:15 學生代表獻辭 

09:15-09:35 《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代表發言 

09:35-09:40 《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梁偉明主席發言 

09:40-09:45 “念親恩”圖書館贊助人，香港愛心人士發言  

09:45-09:50 教育局領導發言 

09:50-09:52 教育局領導給愛心人士致送捐贈證書 

09:52-09:55 教育局領導給基金梁偉明主席致送捐贈證書 

09:55-09:58 愛心人士捐贈電腦儀式 

09:58-10:05 愛心人士送贈禮物儀式 

10:05-10:08 各年級齊唱夢飛翔主題曲，開幕儀式結束，領導及團友大合照 

10:08-10:25 嘉賓、領導、家長代表參觀圖書室 

10:30-11:00 參觀學校老師在新圖書館上閱讀課（含學生匯報圖書） 

11:00-11:20 參觀家長培訓及交流 

11:25-12:00 分組與學生交流（暫定學校教室，分為四組） 

12:05-12:45 學校中餐（學校食堂就餐，與校長和老師同一場地用餐） 

12:50-13:10 由寶農中學前往雙峰縣荷葉鎮上達學校 

13:15-13:45 參觀學校低年級午讀課講故事 

13:50-14:20 參觀學校中高年級午讀課圖書匯報 

14:25-15:10 與學校學生玩遊戲 （三年級兩組團友需提早 5 分鐘離開課室到操場集合） 

15:10-15:15 愛心人士送贈禮物儀式 

15:15-15:35 參觀學校、與學校校長和老師們交流 

15:40-16:40 分組探訪學生家庭（分四組、由學校老師帶領） 

16:50-18:50 由雙峰縣荷葉鎮返回長沙市 

19:30-20:30 晚餐 

20:30-20:45 入住酒店 

20:50-21:50 行程檢討及分享 



 

 

 

 

第五天 

4 月 4 日 

(星期三) 

參觀夢飛翔長沙辦公室和資源活動中心，返程 

07:30 酒店早餐 

08:00-08:30 由酒店前往長沙市太平老街 

08:35-10:00 太平老街觀光購物（或遊覽杜甫江閣） 

10:05-10:30 前往夢飛翔長沙辦公室 

10:35-11:30 參觀夢飛翔長沙辦公室和資源活動中心 

11:35-12:15 中餐 

12:15-12:25 前往長沙市特色學校青園小學 

12:30-13:40 青園小學參訪 

13:45-14:25 由青園小學前往長沙市高鐵南站 

14:30 進站候車 

15:00-17:58 乘坐高鐵 G6001 返回深圳（15:00—17:58 長沙南-深圳北） 

18:00-18:30 乘坐地鐵 4 號線前往福田口岸（可選擇在高鐵上晚餐） 

18:35-19:00 福田口岸過關返回香港 

 

 

  十分感謝各位參加者支持夢飛翔，並參與是次「愛．閱讀．夢之旅」探訪及體驗團。如有

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夢飛翔行政主任吳小姐(Karen Ng) 聯絡(電話:35113349)，謝謝！ 

 

 

 

 

 

 

 

 

 

 



 

 

 

 

開展閱讀 一生受用 

  

一本好書 造就夢想 一次善行 承載希望 

 

網址：www.readingdreams.org.hk(香港) 

   www.readingdreams.com (內地)  

電郵：info@readingdreams.org.hk 

通訊地址：香港荃灣美環街 1 號時貿中心 17 樓 1706 室（香港） 

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湘府中路國檢園 2 棟三單元 2016 室（內地） 

查詢電話：(852)3511 3349  傳真：(852) 30139511 

［稅務局參考編號：91/10023］ 

 

 

mailto:info@readingdreams.or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