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A2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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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making your own handi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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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手工藝品的樂趣，並與子女
及其他家長的相聚時刻。
Date: June 21, 2021 (Monday)
日期：202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一)
Time: 2:30 p.m. - 4:30 p.m.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Venue: School Campus (Secondary & Primary Division)
地點：本校校園 (中學及小學部)
Workshops:
工作坊：
A. 正向親子藝術講座及「和諧粉彩」班 Seminar on Parent-child Positive Art with Painting Workshop
B. 大笑瑜伽 Laughter Yoga
C. 手工藝製作 Handicraft Workshop
C.1. 杯墊 Coaster
C.2. 月球燈保濕器 Moon Lamp Moisturizer
C.3. 月球燈藍芽揚聲器 Moon Lamp Speaker
Fee: Charges vary in different workshops. Please refer to the appendix of this notice.
費用：不同工作坊費用各異，有關詳情請參閱此通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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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登記參加兩個工作坊。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參加名單將經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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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謹啓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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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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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details and participant list of the above activities will be announced through the website of PTA and eClass on June
13, 2021.
上述活動詳情及確定名單將於 2021 年 6 月 13 日在家教會網頁及 eClass 公布，敬請留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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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kbuaspta.org.hk

Page 2

Email: info@hkbuaspta.org.hk

PTA2021-14
 Reply Slip 回 條 
(Please sign the eNotice on or before June 7, 2021)
(請於 2021 年 6 月 7 日或之前透過 eNotice 回覆)
I noted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Parent-Child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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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r 2 from the following):
本人有意參加是次活動 (請選下列其中一或兩項)
A. Seminar on Parent-child Positive Art with Painting Workshop 正向親子藝術講座及「和諧粉彩」班
 Session Time (2:30 p.m. - 3:45 p.m.) 活動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45 分)
B. Laughter Yoga 大笑瑜伽
 Session 1 (2:30 p.m. - 3:15 p.m.) 第一節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15 分)
 Session 2 (3:30 p.m. - 4:15 p.m.) 第二節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15 分)
C.1. Handicraft Workshop - Coaster 手工藝製作 - 杯墊
 Session 1 (2:30 p.m. - 3:15 p.m.) 第一節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15 分)
 Session 2 (3:30 p.m. - 4:15 p.m.) 第二節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15 分)
C.2. Handicraft Workshop - Moon Lamp Moisturizer 手工藝製作 - 月球燈保濕器
 Session 1 (2:30 p.m. - 3:15 p.m.) 第一節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15 分)
 Session 2 (3:30 p.m. - 4:15 p.m.) 第二節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15 分)
C.3. Handicraft Workshop - Moon Lamp Speaker 手工藝製作 - 月球燈藍芽揚聲器
 Session 1 (2:30 p.m. - 3:15 p.m.) 第一節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15 分)
 Session 2 (3:30 p.m. - 4:15 p.m.) 第二節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15 分)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式
 The workshop fee $________ is paid by PPS. Payment number: _________. Date of payment: _________.
現附上工作坊收費 ________ 元, 並以繳費靈繳付費用, 付款編號 ________ 付款日期 _________。
 The workshop fee $________ is paid by cheque. Cheque Number: _________. Date of cheque: _________.
現附上工作坊收費 ________ 元, 並以支票費用, 支票號碼 _________ 支票日期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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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Name
學生姓名︰
Email
電郵：
Parent Signature
家長簽署︰

G____班(

)

Parent Name
家長姓名︰
Mobile Phone No.
流動電話︰
Date
日期︰

Remarks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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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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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工作坊詳情
A. 正向親子藝術講座及「和諧粉彩」班 （1 小時 15 分鐘)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45 分
費用（連材枓費）：每家庭$150
導師簡介
Ying 為插畫家、藝術文化導師，同時亦是畫畫及藝術治療導師。她熱衷藝術，修畢平面設計、藝術治療
和心理精神科課程，擅長運用藝術作自療及情緒管理工具。Ying 擅長利用簡約構圖來繪畫， 繪畫的題材
多以日常生活與心靈故事為主， 喜歡以簡約的風格加上心靈句子，創作出具有簡約感又能慰籍心靈的作
品。Ying 認為在學習中不只是學習各種知識，也要用心去感受當中樂趣。縱使面對逆境也要保持微笑。
課程內容
<現實與快樂>
回憶 能夠選擇，我們會選擇把快樂的回憶收集起來。
在尋求快樂的時候 ，我們會放上什麼元素？
藝術 能把現實和快樂結合，透過和諧粉彩，創造屬於你的世界。
B. 大笑瑜伽 (共2節，每節45 分鐘）
第一節：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15 分
第二節：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15 分
C. 1.杯墊/ 2. 月球燈保濕器/3.月球燈藍芽揚聲器工作坊 (共2節，每節45 分鐘）
第一節：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15 分
第二節：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15 分

C1.杯墊
費用：$100/1套(2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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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月球燈保濕器
費用：$200/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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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月球燈藍芽揚聲器
費用：$200/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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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
家長可透過 「繳費靈(PPS)系統」或支票繳付工作坊費用，完成付款後請在回條內填上付款編號及日
期。
A. 繳費靈 (PPS)
1 使用電話致電 18033 或
2 網上繳費服務: www.ppshk.com
3 商戶編號: 6629
 詳細繳費方法可參閱 PTA 通告 PTA1920-05
B.支票付款
抬頭：『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家長教師會』，並請於支票背後寫上學生姓名、班別、
班號、家長聯絡電話及參加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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