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親愛的 IAIE(HK) 會員學校的校長/會員： 

 

感謝你們一直對「啟發潛能教育」及本會的支持，第二屆會員大會已在四月二日順利舉行，

現附上有關之會議紀錄及財務報告之更正版，請各會員閱覽。另外，本會將於七月及九月，

分別舉辦兩項重要活動，誠邀會員學校/會員參加： 

 

(一) IE 之父 Professor Purkey 應本港美國領事館的邀請，將於七月到港講學。七月八日

(周六)將會擔任教統局舉辦的學習薈萃 Learning Celebration 的主講嘉賓，歡迎會員自

行上網參加。當天晚上，本會將邀請 Professor Purkey 與本會同寅共進晚膳，地點為

九龍塘達之路城市大學八樓「城軒」，時間為晚上六時三十分，歡迎各位參加，費用

為每人 HK$200。有興趣參加者，請填妥附上之回條，於六月二十日或以前連同有關

支票，寄交九龍塘牛津道二號 A 啟思小學轉交 IAIE(HK)行政秘書陳文蘭小姐收，謝

謝。 

 

(二) 「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 2006 及參觀美國學校之旅」 將於本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

日在北卡羅萊納 (North Carolina) Asheville 舉行。為使會員學校的校長及教師/會員能

參與有關會議，並參觀當地一些有特色的學校，本會將安排兩個交流團於九月中/下旬

前往美國，暫定行程如下： 

 
 
 
 
 

 



(A 團) 

日期 地點 活動 備註 

14.09.06 (周四) 香港機場集合 出發往美國肯德基 Lexington 中午上機 

15.09.06 (周五) 肯德基 參觀 Scott County 學校 有關學校辦得非常具 IE 特

色，本會極力推介。 

16.09.06 (周六) & 

17.09.06 及(周日) 

肯德基 休息、購物及自助遊覽  

18.09.06 (周一) 肯德基 參觀 Scott County 學校  

19.09.06 (周二) 肯德基 參觀 Scott County 學校  

20.09.06 (周三) 肯德基 出發往北卡羅萊納 Asheville  

21.09.06 (周四) 北卡羅萊納 參加 2006 IE World Conference 

之 Pre-conference 部份/自費參觀

Biltmore Estate Tour 

Biltmore Estate Tour 為 IAIE 推介

活動。參加者需額外繳付 HK$600 

(包括交通、午膳及入場費) 

22.09.06 (周五) 北卡羅萊納 2006 IE World Conference   

23.09.06 (周六) 北卡羅萊納 2006 IE World Conference   

24.09.06 (周日) 北卡羅萊納 休息、購物及自助遊覽  

25.09.06 (周一) 北卡羅萊納 參觀 Asheville 學校  

26.09.06 (周二) 北卡羅萊納 出發回港  

27.09.06 (周三) 香港 到達香港 下午抵達 

團費(包括機票費用、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學校參觀活動及有關交通費、國際會議費用及 22 - 

23.09.2006 之午膳)：HK$16,500 

請注意：以上費用並不包括酒店及其他膳食等開支。本會將會為參加者集體預訂酒店，請各參加者

於 check out 前自行以信用卡支付有關費用。食住兩項費用預計約 HK$8,000(雙人房計) 

 

 
 
 



(B 團) 

日期 地點 活動 備註 

20.09.06 (周三) 香港機場集合 出發往美國北卡羅萊納 中午上機 

21.09.06 (周四) 北卡羅萊納 參加 2006 IE World Conference 

之 Pre-conference 部份/自費參觀

Biltmore Estate Tour 

Biltmore Estate Tour 為 IAIE 推介

活動。參加者需額外繳付 HK$600 

(包括交通、午膳及入場費) 

22.09.06 (周五) 北卡羅萊納 2006 IE World Conference   

23.09.06 (周六) 北卡羅萊納 2006 IE World Conference   

24.09.06 (周日) 北卡羅萊納 休息、購物及自助遊覽  

25.09.06 (周一) 北卡羅萊納 參觀 Asheville 學校  

26.09.06 (周二) 北卡羅萊納 參觀 Asheville 學校  

27.09.06 (周三) 北卡羅萊納 出發回港  

28.09.06 (周四) 香港 到達香港 下午抵達 

團費(包括機票費用、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學校參觀活動及有關交通費、國際會議費用及 22 - 

23.09.2006 之午膳)：HK$13,500 

請注意：以上費用並不包括酒店及其他膳費等開支。本會將會為參加者集體預訂酒店，請各參加者

於 check out 前自行以信用卡支付有關費用。食住兩項費用預計約 HK$6,500(雙人房計) 

 
請有興趣參加的的學校/會員，填妥附頁表格，於六月二十日(周二)或以前連同團費支票，
寄交九龍塘牛津道二號 A 啟思小學轉交 IAIE(HK)行政秘書陳文蘭小姐收。由於名額有限，
此活動只供會員參加，2006 Inviting Award School 每校參加人數之上限為 6 位名額，其他會
員學校每校參加人數之上限為 2 位名額。敬請垂注。 

 

過去本會曾多次為香港同工籌辦「國際會議及探訪美國 IE 學校之旅」，參加者均表示收穫
甚豐，對於在校推動啟發潛能教育非常有幫助。為使同工能多方面了解有關情況，特安排
一簡介會，屆時將邀請部份曾參加類似活動的同工分享其經驗。日期、時間及地點如下，
歡迎各位出席： 

 

日期：15.06.06 (周四)        時間：4:30 p.m.-5:30 p.m.     地點：啟思小學二樓多用途室 

 

有興趣參加以上簡介會者，請於六月十三日(周三)或以前，先把下頁傳真至 IAIE(HK)行政
秘書陳文蘭小姐(傳真號碼：23382924)，謝謝。再次衷心謝謝貴校/閣下對本會的支持! 

 

敬祝安康! 

                         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會長 
                                     蘇陳素明 � Clio Chan So Ming 08.06.06 



                                                      

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舉辦 

歡迎 Professor Purkey 08.07 聚餐及 

2006 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暨參觀美國學校之旅 

回條 

請在適當的 □ 加 ： 

 

1. □ 本校_______ 位成員/本人擬參加七月八日(周六)於九龍塘城市大學「城軒」6:30p.m.舉行歡迎

Professor  Purkey 的聚餐。 

參加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附上以「IAIE(HK)」抬頭之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銀碼$___________，敬希查收。 

□ 本校/本人不擬參加以上活動。 

 

2. □ 本校_______ 位成員/本人擬參加六月十五日(周四)4:30p.m.於九龍塘牛津道啟思小學舉行之

「2006 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暨參觀美國學校之旅」簡介會。 

參加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 本校/本人決定參加「2006 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暨參觀美國學校之旅」。有關資料如下： 

 
 
 
 



 

姓名 職銜 手提電話

號碼 

電郵地址 參加

團號 

參加 Biltmore Tour 

(團費需加$600) 
應付團費 

 

    A / B 
是/否 

$ 

    A / B 
是/否 

$ 

    A / B 
是/否 

$ 

    A / B 
是/否 

$ 

    A / B 
是/否 

$ 

    A / B 
是/否 

$ 

           總數：$ ________________ 

現附上以「IAIE(HK)」抬頭之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銀碼$______________，敬希查收。 

 

□ 本校/本人不擬參加「2006 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暨參觀美國學校之旅」。 

 

會員/會員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