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探索營 DNA‧天文‧數學  

Gifted STEM Education Camp 2020 (2-day-1-night) 
章程 

1.  目的 a. 提升青少年對 STEM的興趣及解難能力。 

b. 激發學生多元智能、邏輯及創意思維。 

2.  鳴謝單位 Science Infinity、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歷程社、KPG Education 

3.  參加資格 凡就讀小學及中學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4.  舉行地點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5.  舉行日期 2020年 3月 28日(星期六)至 29日(星期日) 共兩日一夜 

6.  集合時間及地點  

 3月 28日： 下午 2:00 於 九龍塘鐵路站 D出口(近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 

   乘搭旅遊巴到營地 

7.  離營時間 3月 29日大約下午 1:30 離營，乘搭旅遊巴到九龍塘鐵路站 D出口解散 

8.  課程人員安排 由天文專家及資深 STEM老師任教 

9.  參加費用 每位參加者(大小同價）港幣 880元(包括營費、住宿、教材、第一天晚餐、

第二天早餐及午餐、往返九龍塘至營地旅遊巴接送、科學探索營證書一張及

望遠鏡一個) 

10.  行程安排 

11. 截止報名日期  2020年 3月 14日 (星期六) 

12. 資優 STEM冬令營安排 

有關觀星營的詳細安排，將會以電郵或Whatsapp通知，本會並保留最終決定權。一經報

名，參加者或家長需要同意並遵守大會之安排。 

13. 查詢  

網址 Website： www.hkgeta.org 

電郵 Email:  info@kpge.org   Whatsapp: +852 5401 2780 

電話 Tel:(852)2806 0302 / (852)5401 2780  WeChat:  ronnie96532076 / gifted2019 

時間 DAY 1 (3月 28日)  時間 DAY 2 (3月 29日) 

2:00pm 九龍塘鐵路站 D出口集合  8:15am 早餐 

2:30pm – 2:45pm 到達營地 營規介紹 房間分配  9:00am 數學解難工作坊 

3:15pm 破冰遊戲  11:00am 趣味數學工作坊 頒發證書 

4:00pm 基因工作坊  11:30am 收拾及離開宿位 

6:30pm 晚餐  12:00noon 午膳 

7:30pm 天文工作坊 望遠鏡組裝  1:15pm 活動完結 

9:30pm 活動結束 回營休息  1:45pm 旅遊巴到達九龍塘鐵路站 D出口解散 



科學探索營 基因‧天文‧數學 

 Gifted STEM Education Camp 2020 (2-day-1-night) 活動日期： 

 個人報名表格 2020年3月28 - 29日 

(請於 3月 14日前以 郵寄 或 Whatsapp 或 電郵 或 傳真 繳交報名申請) 

參賽學生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 

就讀學校名稱 :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 :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日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單位(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必須填寫):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述資料收集，會用於宣傳本會舉辦之比賽及其他學習活動，如不欲收到本會舉辦之比賽及其他學習活動的

宣傳品，請直接向本會提出。 

 
 

同行家長資料（一） 

姓名(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日間)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行家長資料（二） 

姓名(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日間)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方式  

1. 請連同申請表、現金或支票或入數紙，親臨本中心遞交，地址：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84號 6樓。 

2. 請連同申請表、支票或入數紙，郵寄交回本中心，期票恕不接受。 

支票抬頭 : KPG EDUCATION LIMITED 

入數銀行 : 中國銀行(香港) 012-721-2-004438-6    或    澳門國際銀行 11140-013144-5 

郵寄地址 :  「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84 號 6樓  潘先生收」 

   或 「澳門 宋玉生廣場 249-263號 百德大廈(中土) 6 樓 J 座  史先生收」 

信封面註明 : 「科學探索營」 

支票及入數紙背面註明： 參賽者姓名、比賽年級、比賽項目及聯絡電話 

 

3. 將填好的報名表及銀行入數紙 拍照 WhatsApp 到 (852) 54012780 或 Email 到 info@kpge.org 

*一經報名，費用不獲退還* 

 

費用 每位參加者(大小同價）港幣 880 元(包括營費、住宿、教材、第一天晚餐、第二天早餐及午餐、

往返九龍塘至營地旅遊巴接送、科學探索營證書一張及望遠鏡一個) 

本人已詳閱活動章程及規則，並同意遵守大會之安排及決定。網址: http://www.hkgeta.org 

 

 

 

簽署：＿＿＿＿＿＿＿＿＿＿＿＿＿＿    日期:＿＿＿＿＿＿＿＿＿＿＿＿＿＿＿ 



報名費合共 :  $______________ 

支票 No.:  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 

KPG EDUCATION LIMITED 

學校/機構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20 年     月     日 

 科學探索營 基因‧天文‧數學  

 Gifted STEM Education Camp 2020 (2-day-1-night) 活動日期： 

 學校 / 團體報名表格 2020年3月28 - 29日 
(請於 3 月 14 日前以 郵寄 或 Whatsapp 或 電郵 或 傳真 繳交報名申請) 

學校/團體名稱:                                                   聯絡人姓名: 

學校/團體電話:                      傳真:                        聯絡人電話(必須填寫):                       

聯絡電郵(必須填寫):                                              推薦人/單位(如有)： 

聯絡地址: 

參賽者資料 (如報名人數眾多，可複印此頁以作填寫) 

No 中文姓名 性別 就讀年級 年齡 同行者姓名(如有) 與學生關係 性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費用 每位參加者(大小同價）港幣 880 元(包括營費、住宿、教材、

第一天晚餐、第二天早餐及午餐、往返九龍塘至營地旅遊巴

接送、科學探索營證書一張及望遠鏡一個) 

*一經報名，費用心恕不退還* 

 

報名方式  

1. 請連同申請表、現金或支票或入數紙，親臨本中心遞交， 

地址：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84 號 6 樓。 

2. 請連同申請表、支票或入數紙，郵寄交回本中心，期票恕不接受。 

支票抬頭 : KPG EDUCATION LIMITED 

入數銀行 :  中國銀行(香港) 012-721-2-004438-6    

或 澳門國際銀行 11140-013144-5 

郵寄地址 :  「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84 號 6 樓  潘先生收」 

   或 「澳門 宋玉生廣場 249-263 號 百德大廈(中土) 6 樓 J 座  史先生收」 

信封面註明 : 「科學探索營」 

支票及入數紙背面註明： 團體名稱、聯絡人姓名及聯絡電話 

3. 將填好的報名表及銀行入數紙 拍照 WhatsApp 到 (852) 54012780 或 Email 到 info@kpg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