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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 PTA2123-32 

 
親愛的家長: 
 

新學年開始，家長教師會一直透過多化元活動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凝聚家長之力量，實現「家與

校合作的精神」，期望學生在學業和身心得到全面發展。 
 
本會將於 2022年10月29日(星期六)上午舉行一年一度學校籌款活動 - 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今

年度籌得之款項，將全數撥入家長教師會之「家校建設」，目的是支援學校努力不懈地為同學打造優質

的學習環境，同時亦為各家長及同學提供一個活力充沛及有益身心的活動。 
 

日期 202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 

活動 
活動一  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上午 9 時正 (上午 8 時 30 分開始登記) 
活動二  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 上午 10 時正開始登記 
活動三  繽紛攤位嘉年華  上午 10 時正至下午 1 時正 

備註 

1. 根據教育局指引，所有家長必須符合學校訪客「疫苗通行證」及「安心出行」要求，

並須出示包括二維碼的紀錄供職員掃描，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2. 如果未能出示有關防疫或健康要求的證明，將無法參與該活動，相關費用亦不會退

回。 
3. 家長及學生須自備足夠飲用水於活動時飲用。 
4. 參與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的學生須穿著學校體育服或社服；家長須穿著體育服及

運動裝備。 
5. 為保障健康，活動期間將嚴格執行有關疾病預防措施，例如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離、消毒雙手及設備等。 
6. 學生應於回校前量度體溫，並完成快速抗原測試。 

 
  

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家校情懷十五載同樂日」

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暨繽紛攤位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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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將於中小學部舉行，參賽者需要環繞學校不同樓梯及樓層進行競技比賽。

正式之比賽路線及競技形式，將按照不同組別參賽者之能力編訂，詳情將於2022年10月24日前於家教會

網站公佈。 是次籌款活動每項目之最低捐款額為: 
組別項目 最低籌款額 

a) 個人賽 每位港幣$200 元 

b) 親子二人組 每組港幣$300 元 

c) 小學師生聯隊 每隊港幣$300 元 

d) 中學部社際比賽 (三人隊賽) 每組港幣$300 元 

 

活動二 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 

組別 

a.) 個人賽(分年級) 
b.) 親子二人組(G1-3) (G4-6) 

- 一位家長和一位學生為一組 
c.) 小學師生聯隊比賽 

- 一位老師和三位學生為一隊 
d.) 中學部社際比賽 (三人隊賽) 

捐款方法 

所有捐款請於 2022 年 10 月 13 日之前，以每位參賽學生的學生帳戶存入家長教

師會 PPS 帳戶(PPS code: 6629) 。 
 
- 個人賽和親子二人組捐款，請以每位參賽學生的學生帳戶存入。 

- 小學師生聯隊和中學部社際比賽捐款，請以每位參賽學生代表的學生帳戶存

入。 

報到時間 
中學部社際比賽 上午 10 時正至 10 時 10 分 
個人組比賽  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0 時 25 分 
親子組、師生組比賽  上午 10 時 25 分至 10 時 40 分 

比賽時間 

中學部社際比賽 上午 10 時 05 分 
中學個人組比賽  上午 11 時 20 分 
親子組、師生組比賽  上午 11 時 45 分 
請提供電話號碼，小組報到時間將會張貼於大樓梯告示版，並且提前以 SMS
通知。 

獎項 
 每組/每項比賽設冠、亞、季軍，各獲獎牌一面。 
 最高籌款獎，頒與是次活動籌得款項最高之同學，將獲獎牌一面。 

備註 

1. 親子組須為學生與家長； 

2. 遲到者一律當作自動棄權； 

3. 學生可穿著社服或學校運動服；而參賽的家長宜穿著輕便服及運動鞋； 

4. 家長則須攜帶接送証回學校, 以便確認； 

5. 參賽者於活動期間必須全程佩帶口罩，參賽者應清楚自己體能狀況，患有

呼吸道或其他疾病的人士，如哮喘、心臟病等，應審慎考慮及徵詢醫生建

議才決定是否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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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起步前宜酌量飲食以補充體力。如有需要，請自備足夠的食物及飲品；  

7. 大會在比賽當日將設有救護服務，但為安全起見，各參賽者亦應帶備自用

藥物。倘若感到不適，請馬上通知大會求助；  

8. 任何人士，如在本活動期間發生意外，導致受傷或財物損失，參賽者將自

行承擔一切責任。  

9. 如活動當日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紅色 / 黑色暴雨警告，比賽將會

取消或延期舉行。  

10. 如活動當日下雨，請大家留意地方濕滑及照顧子女。  

11. 希望各參賽者投入整項活動中，並以「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為宗旨。  

**如活動當日下雨，跑樓梯競技大賽路線將會有更改，有關詳情請留意當天工

作人員宣佈。 ** 
 
 

活動三 繽紛攤位嘉年華 
攤位時間 上午 10 時正至下午 1 時正 
地點 小學部操場 
索取門票方法 透過簽署回條報名參加，由每班班主任派發嘉年華會入場及遊戲印章券。 

 
 

請於 10 月 14 日(星期四)或之前以 eNotice 回覆。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info@hkbuaspta.org.hk ，或致

電 8101 2633 與家教會聯絡。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家長教師會 -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 謹啓 

2022 年 10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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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PTA2123-32 

 回條 PTA2123-32 

(請於 10 月 13 日(星期四)或之前以每位學生的獨立名義回覆和簽署 eNotice) 

 
本人了解(一)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二) 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三) 繽紛攤位嘉年的安排。 
 

□ 本人有興趣參加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個人組比賽。 

 

□ 本人有興趣參加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親子二人組(G1-3)(G4-6)。 

 

□ 本人有興趣參加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小學師生聯隊比賽。 

 

□ 本人有興趣參加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中學部社際比賽 (三人隊賽) 。 

 
            □ 本人有興趣參加繽紛攤位嘉年華。出席人數：_________  
 

□ 本人沒有意願參加以上活動。 

 
交易日期 
Transaction Date: 

 交易編號﹝6位數字﹞ 
ISN No.﹝6 digit﹞: 

 

 

Student Name︰   Parent’s Signature︰  

Class         No.︰   Parent’s Name︰  

Parent’s Contact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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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provide a mobile number that can receive SMS.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 謹啓 

2022 年 10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