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A2123-14

「家長學堂」電影欣賞：一路瞳行
A-Parent Education Academy Movie Appreciation - Sunshine of My Life
<一路瞳行> 是一齣取材真人真事電影，並入圍第 19 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本電影
以新晉導演朱鳳嫻的原生家庭故事為藍本，講述失明的父母誕下視力健全的女兒，女兒長大後覺得只
是父母的導盲手杖，對家人產生又愛又恨的感情。主題曲由黃百鳴先生填詞，並邀請香港十大傑青、
視障女高音蕭凱恩獻聲主唱《面對黑暗》。
PTA 希望透過電影，令更多家長和學生了解社會上被忽視的人，失明人士當中也有很多勵志故事，他
們會自力更生及擁有不向命運低頭的堅毅精神。因此我們將於下列日期舉辦一場電影欣賞，讓更多家
長和學生能觀賞這部有意義的電影。
活動詳列如下:
活動名稱
Event

電影欣賞：一路瞳行
Movie Appreciation - Sunshine of My Life

日期
Date

2022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
29 January 2022 (Saturday)

時間
Time

地點
Venue

CINMEA CITY, THE METROPLEX: 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
CINMEA CITY, THE METROPLEX: E-MAX, Kowloon Bay

交通安排
Transportation

家長需自行安排
Self-arranged

費用
Fee

本校學生或佔座家庭成員: 每人$85
A-School students or family members occupying seat: $85/person

名額
Quota

早上 9 時 30 分
9:30 a.m.

360 人
360 persons

*為答謝家長支持十五週年籌款活動，凡訂購紀念品套裝之家長均可獲贈「一路瞳
行」之電影戲票 2 張。如已訂購 2 套紀念品則獲贈 4 張，如此類推。
* In order to thank parents for their support of our 15th Anniversary fundraising activities,
parents will receive two tickets for each order of the school souvenirs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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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Remark

1. 如 訂 購 人 數 眾 多 ， 將 以 抽 籤 決 定 。 有 關 抽 韱 結 果 ， 會 在 1 月 7 日 於
http://www.hkbuaspta.org.hk 公佈。
In case of overbooking, it will be determined by balloting, and result will be published
on http://www.hkbuaspta.org.hk on 7 January.
2. 每位本校學生購票數量不限。
No limit on each A-School student’s booking.
3. 是次活動不設預先劃位，座位將按隨機安排。
Seats will be assigned randomly.
4. 是次活動後，家長可於家長學堂網上平台交流感受和心得，並計算於「家長學
堂」學分獎勵計劃之活動內。
Parents are welcome to share their feeling and thoughts after the event via PEC online
platform and credit point will be awarded.

請於 12 月 20 日或之前以 eNotice 回覆並付款 PPS 商戶編號 : 6629，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info@hkbuaspta.org.hk。
Please reply via eNotice and pay through PPS Merchant code: 6629 on or before 20 December. For
inquiries, please email to info@hkbuaspta.org.hk.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
2021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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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2123-14
🙠 回 條：電影欣賞 – 一路瞳行 🙠
(請於 2021 年 12 月 20 日或之前以 eNotice 回覆，並付款)
本人已知悉 「電影欣賞 – 一路瞳行」事宜:

I noted the arrangement of Movie Appreciation - Sunshine of My Life :
□

本人有意參加電影欣賞 – 一路瞳行，出席人數為：
(
) A-School 學生，(
) 佔座家庭成員，合共 $_________。
付款方法: 繳費靈(PPS)
電話致電 : 18033 或 網上繳費服務 : www.ppshk.com 商戶編號 : 6629
付款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 及 付款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I will attend Movie Appreciation - Sunshine of My Life. No of participants:
( ) A School Student(s), ( ) Family Member(s) with occupying seat, total $_____________.
Payment: PPS
Contact: 18033 or Online Payment: www.ppshk.com Merchant Code: 6629
Payment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 and Payment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無暇參加是次活動。
I will not attend Movie Appreciation – Sunshine of My Life.

學生
Student

家長姓名︰
Parent Name

班別及學號︰
Class No & Class

家長簽署︰
Parent’s signature

聯絡電話︰
Mobile

日 期︰
Date
(活動舉行前將發出 SMS 訊息至閣下電話，請確保提供號碼能收取 SMS 訊息)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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