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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PTA2123-18 
 

Dear Parents, 

親愛的家長：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nd the A-Parent Education Academy will be co-hosting a series of 

parent-child workshops. We hope you can also enjoy the precious moments with your child and other 

parents.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學堂將合辦一系列親子工作坊，讓大家藉此機會享受與子女及其他家長的

相聚時刻。 

 

Date: April 23, 2022 (Saturday) 

日期：2022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 

 

Time: 10:00 a.m. - 12:15 p.m. (2 sessions)  

時間：上午 10 時 00 分至中午 12時 15 分 (分兩時段) 

 

Format: Online via Zoom (The Meeting ID will be sent to participant’s eLearn email account. Please 

use eLearn account to login to the Zoom.) 

形式：網上工作坊 (Zoom 平台) (會議 ID 將發送到參與者的 eLearn 電子郵件帳戶，請使用

eLearn賬戶登入Zoom。) 

 

Workshops: 工作坊： 

A. Laughter Yoga Workshop 親子大笑瑜伽工作坊 

B. Handicraft Workshop 手工藝製作  

B1. Pouring Painting Clock 流體鐘  

B2. Pouring Painting 流體畫  

B3. Terrazzo Plate 水磨石小托碟  

C. STEM Workshop STEM工作坊 

C1. Robotics Bouncing Robot 彈跳機器人  

C2. Tea Light Holder 3D Design Coding Workshop  TinkerCAD 3D燭臺設計工作坊  

 

Language 語言：Cantonese 粵語 

Fee: Charges vary in different workshops. Please refer to the appendix of this notice. 

費用：不同工作坊時段、費用各異，有關詳情請參閱此通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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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Method 付款方式： 

Parents can pay the workshop fee through the PPS system. 

家長可透過 「繳費靈(PPS)系統」繳付工作坊費用： 

Phone no.: 18033 or online payment: www.ppshk.com (Merchant Code : 6629) 

使用電話致電 : 18033 或網上繳費服務 : www.ppshk.com  (商戶編號 : 6629)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PTA circular PTA1920-05 https://bit.ly/2SKB01J 

 詳細繳費方法可參閱 PTA 通告PTA1920-05 https://bit.ly/2SKB01J 

 

Each family* can only enroll two of the workshops. Places will be allocated by drawing lots if the 

applications exceed the quota. 

每個家庭*每個時段可以根據優先次序選報兩個工作坊。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參加名單將

經抽籤決定，每個家庭最多可以參加兩個工作坊。 

 

*Each family unit can be formed with one of the parents, the couple or one parent with one student. 

*每個家庭單位可由其中一名家長、兩名家長或一名家長及一名學生組成。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 謹啓 

2022 年 4月 1 日 

Remarks 備註: 

1. The workshop materials would be delivered to applicants. (If applicable). Please provide the SF 
Locker code and the mobile number for eligible applica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分工作坊需要寄送材料，報名同時需要提交順豐智能櫃代碼以及聯絡電話。如報名時

未能提供相關信息，報名無效。 

2. The workshop will be cancelled if there is insufficient enrollment. 
如參加人數不足，個別工作坊將會取消。 

3. The workshops are subsidized by PTA. Please avoid absence once successfully enrolled. 
所有工作坊都由家長教師會做出部分資助，爲避免造成資源浪費，一經報名，請勿無故

缺席。 

4. The workshop fee could not be refunded for any absentees. HKD100 will be collected from 
absentees of free workshop.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席者將將不獲退還已繳之工作坊費用。如缺席免費工作坊，將被徵收港元 100 元作行
政費。 

5.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send email to info@hkbuaspta.org.hk with student’s name, class and 
parent’s contact number. 
如有任何查詢，可電郵至 info@hkbuaspta.org.hk，請註明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6. The details and participant list will be announced through the website of PTA and eClass on 
April 7, 2022. 
上述活動詳情及確定名單將於 2022 年 4 月 7 日在家教會網頁及 eClass 公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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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工作坊詳情  

A. 親子大笑瑜伽班工作坊 

Laughter Yoga Workshop 

 

 
費用：全免 （若成功申請但缺席，將被徵收港元 100元
作行政費。）  

 
工作坊介紹: 
大笑瑜伽（又名愛笑運動）是一種任何年齡都適合參與

的帶氧運動，不需要任何笑話、幽默感、喜劇元素都可

以令你開懷大笑，透過大笑為身體帶來更多的氧氣。由

大笑瑜伽導師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善學慈善基金關宣卿

愉翠長者鄰舍中心的大笑瑜伽義工領袖，與大家體驗無

條件的開懷大笑。 
 

B1. 流體鐘 Pouring Painting Clock 
(20x20cm 圓形)  

 

 
費用（連材料寄送費）：$165 
 
工作坊介紹: 
流體畫是現代新興抽象畫藝術，和一般的繪畫藝術不

同，流體畫不需要用到畫筆和特別的繪畫技巧。創作者

需要將 Acrylic 顏料混合、澆淋或傾倒在畫板上，再用雙
手控制畫板，形成獨特的紋理。 
 
課程由 CACTUS ARTS GALLERY 專業導師任教。 
 

B2. 流體畫 Pouring Painting 
(20x20cm 方形) 

 

 
費用（連材料寄送費）：$95 
 
工作坊介紹: 
流體畫是現代新興抽象畫藝術，和一般的繪畫藝術不

同，流體畫不需要用到畫筆和特別的繪畫技巧。創作者

需要將 Acrylic 顏料混合、澆淋或傾倒在畫板上，再用雙
手控制畫板，形成獨特的紋理。 
 
課程由 CACTUS ARTS GALLERY 專業導師任教。 
 

B3. 水磨石小托碟 Terrazzo Plate  
(8cm) 

 

 
費用（連材料寄送費）：$150 
 
工作坊介紹: 
水磨石石膏做出來的作品不僅美觀，還實用性十足。憑

著無限的色彩組合，創作獨一無二水磨石作品。 
 
課程由 CREAMMEOW WONDERLAND 專業導師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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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彈跳機器人  
Robotics Bouncing Robot 

 

 
費用（連材料寄送費）：$210 
 
工作坊介紹: 
機器人課程中，透過組裝、搭建和操控讓同學們不僅體

驗到機器人的樂趣，還能學會不少知識。 
 
課程由 WETD Robotics Limited 專業導師任教。 
 

C2. TinkerCAD 3D燭臺設計工作坊 
Tea Light Holder 3D Design 
Coding workshop 

 

  

 
費用：全免（若成功申請但缺席，將被徵收港元 100 元作行
政費。） 
 
工作坊介紹: 
最近元宇宙 Metaverse 成為全球以及城中熱話，當中的一個
重點是要建立不同三維空間 3D的物件。3D modeling設計也
是當今 STEM教育中必不或缺的一個領域，建立出來的物件
亦可以透過 3D打印技術，聯結虛擬空間和真實世界。 
 
本次工作坊讓我們一起參與『一小時編程香港(HoCHK)』的
創辦人、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Dr Ray 一起學習
TinkerCAD，運用編程技巧創建三維空間的不同設計，設計
一個獨一無二的燭臺，是次工作坊的獲得全球知名企業

AutoDesk 支持，AutoDesk 為 TinkerCAD 的全球母公司，培
養孩子動手實踐的能力的同時，一步一步將自己的創意變成

實物，從而建立屬於自己的元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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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PTA2123-18 

 

Reply Slip 回條 
(Please sign the eNotice on or before April 4, 2022)  
(請於 2022 年 4 月 4 日或之前透過 eNotice 回覆) 

 

I noted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Parent-Child Workshops. 

本人已知悉有關家長教師會的「家長親子工作坊」事宜。 

 

 I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bove activities (please choose no more than 2 in the same timeslot).  

本人有意參加是次活動(同一時段請最多選擇兩項)。 

 

Time Period 

時段 

Workshop  

工作坊 

First choice 

第一選擇 

Second choice 

第二選擇 

10:00 – 11:00 1st session A 

B1 

B3 

C1 

A 

B1 

B3 

C1 

11:00 – 11:15 Break 

休息 

11:15 – 12:15 2nd session B2 

B3 

C1 

C2 

B2 

B3 

C1 

C2 

 

A. Laughter Yoga Workshop 親子大笑瑜伽工作坊 (Free 免費) 

B1.  Pouring Painting Clock 流體鐘 ($165) 

B2 . Pouring Painting 流體畫 ($95) 

B3. Terrazzo Plate 水磨石小托碟 ($150) 

C1. Robotics Bouncing Robot 彈跳機器人 ($210) 

C2. Tea Light Holder 3D Design Coding workshop  TinkerCAD 3D燭臺設計工作坊 (Free 免費) 

 

 

** The list of confirmed participants will be posted on the PTA website and eClass on April 7, 2022. Please 

wait for the confirmation from the list before paying the workshop fee through PPS. 

** 參加者確認名單於2022 年 4 月 7 日在家教會網頁及 eClass 公布，請待名單確認後才透過繳費靈繳付

工作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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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Delivery 材料寄送 

 

 The workshops I applied do not need material delivery. 

我所選報的工作坊無需寄送材料。 

 

 The workshops I applied need material delivery. The SF Locker Code is ___________________. 

我所選報的工作坊需要寄送材料，我的順豐站代碼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phone number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電話號碼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refer to the SF Express website for SF Locker Code. 

請自行參考順豐網站以確定順豐櫃代碼。 

https://htm.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EF-Locker/ 

 

 I woul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above activities. 

本人 無暇 參加是次活動。 

 

 I have replied via another sibling’s account. 

本人已經其他子女戶口回覆。 

 

 

學生姓名 

Student Name︰  

家長姓名 

Parent Name︰  

班別及學號 

Class & Class No.  

家長簽名 

Parent’s Signature:  

電話 

Mobile︰  

日期 

Date:   

 

 

 

 

 

Please provide a mobile phone no. that can receive SMS. 

請提供可接收訊息之電話號碼，以便接收最新消息。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