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通告 NO.209/18-19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屆屆屆屆運運運運動動動動會會會會」」」」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各位家長： 

學校一向重視學生在學業及體藝方面的均衡發展，為鼓勵學生積極參加體育活動，

特定於 2019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假斧山道運動場舉行「第十一屆運動會」，讓全校學生

一同參與。老師已於體育課甄選各班代表，參與當日各項賽事。此外，部分學生獲老師

推薦於當天維持秩序或協助比賽事宜，請家長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比賽或服務。 

大會當日下午設有「親子接力比賽」(一至三年級)及「師生接力賽」(四至六年級)，

敬希各同學及家長踴躍參加，加強親子及師生間之共融及合作。 

此外，為方便照管人流及保障學生安全，是次運動會將不招待家長參觀，不便之處，

敬祈見諒。茲將有關詳情附錄於下，請家長填妥回條連同所需費用，於 1月 22 日(星期

二)著  貴子弟交回班主任辦理。 

運動會詳情如下︰ 

(一)日    期︰ 2019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 

(二)時    間︰ 上午 7時 55 分至下午 3時 40 分 

(三)地    點︰ 斧山道運動場(斧山道游泳池側) 

(四)報到時間︰ 上午 7時 30 分至 7時 55 分（7時 55 分後到達作遲到論） 

(服務生於 7時 15 分集合，稍後會另行通知) 

(五)集合地點︰ 斧山道運動場(學生於觀眾席位置集合) 

(六)往返安排︰ 校車維持正常服務，乘搭校車之學生將依正常時間及地點正常時間及地點正常時間及地點正常時間及地點乘校車往

運動場或回家。另外，家長亦可為學生選擇 

(1) 由學生自行往返運動場   或 

(2) 由家長接送學生往返運動場。 

(七)午膳安排︰ 家長可安排子女選擇 訂購午膳飯盒  或  自攜食物 

訂購午膳安排如下︰ 

1.訂購三月份維他公司午膳之學生，午膳供應商會按時把午餐送往

運動場地。 

2.三月份沒有訂購維他午膳之學生，可透過學校，以$21 訂購維他公

司提供當天的飯盒。 

3.只訂購當天飯盒者，如因缺席未能享用飯盒，不設退款。 

4.當天不設即場購買飯盒服務。 

5.當天不設家長送飯或外出午膳安排。 

6.午膳時間約為下午 12:15。 

(八)解散地點︰ 斧山道運動場 

(九)參加規則︰ 所有出席或參與運動會之同學必須遵守大會規則並保持場地清潔。 

 

(內容續背頁)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綺霞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十)注意事項︰ 1.運動會當日為學校上課日，同學須穿著整齊運動校服出席。不

參加運動會的同學，須如常上學，時間為上午 7:55 至下午

3:15。請同學帶備課本自修，並須自備午膳。活動當天，如同

學因身體不適而未能出席運動會，請家長於上午 7:55前致電學

校請假。 

 2.為鼓勵同學踴躍參加，各田賽及徑賽項目均設「冠、亞，季」

獎項予得獎之同學或班別。 

 3.有興趣參與「2 X 50米親子接力比賽」之一至三年級同學，請

填妥後頁報名表格。親子接力每級 16 隊，如參與人數過多，學

校將以抽籤形式抽籤形式抽籤形式抽籤形式決定入選者。抽籤日期為 1月 25 日(五)之午膳

時段。學校將於 2月 15 日(五)在學校網頁內公佈入選名單，另

於比賽前一星期發出參賽證及備忘予入選家長，詳情見參賽備

忘通知書。 

 4.有興趣參與「4 X 100米師生接力賽」之四至六年級同學，請

留意有關宣佈，把報名表格交回何卓欣主任/梁兆邦老師辦理。 

 

 

 

 

 

 

 

 

 

 

 

 

 

 

 

 

 

 

 

 

 

 

 

 

 

 

 



 
學校通告 NO.209/18-19 

(回條請交班主任) 

回  條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事宜事宜事宜事宜(1)((1)((1)((1)(賽務及返放安排賽務及返放安排賽務及返放安排賽務及返放安排))))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校長﹕ 

本人已詳閱並知悉有關「第十一屆運動會」之安排細節。本人  

□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敝子弟參加「第十一屆運動會」，並證明敝子弟之健康狀況良好，適宜

參與是次運動會。(請填寫甲部及乙部) 

□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第十一屆運動會」，敝子弟將會按平日時間及方式上學及

放學。  
出席性質︰(此部分由老師填寫此部分由老師填寫此部分由老師填寫此部分由老師填寫) 

□ 運動員運動員運動員運動員(已獲體育老師甄選參加) 

60米 擲豆袋 立定跳遠 

100米 擲木球 擲壘球 

跳遠 
4 x 100米班際接力 

(正選/後備) 
4 x 100米師生接力 

(稍後向老師報名) 

□ 觀賞賽事觀賞賽事觀賞賽事觀賞賽事或或或或擔任服務生擔任服務生擔任服務生擔任服務生(稍後由老師推薦)   
補充資料︰(此部分由家長填寫此部分由家長填寫此部分由家長填寫此部分由家長填寫) 

甲. 學生返放安排 

A.學生前往前往前往前往運動場 B.學生離開離開離開離開運動場 

□由家長親自送往運動場 □由家長親自到場接回離開 

□自行前往運動場(P.1-2 學生不適用) □自行放學(P.1-2 學生不適用) 

□與同校兄弟姊妹前往運動場 

  (P.1-2 學生不適用) 

□與同校兄弟姊妹離開運動場 

  (P.1-2 學生不適用) 

□乘搭平日返校之校車(第______線) □乘搭平日回家之校車(第______線)   
乙. 緊急事故聯絡安排 

聯絡人姓名 與學生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 授權授權授權授權 

本人    校方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代本人召喚救護車送敝子弟往醫院治理。 

□ 不授權不授權不授權不授權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   ) 

二零一九年一月     日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適當的�內加〝�〞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通告 NO.209/18-19  

(回條請交班主任) 

回  條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事宜事宜事宜事宜(2)(2)(2)(2)【【【【午膳安排午膳安排午膳安排午膳安排】】】】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校長﹕ 

 

本人已詳閱並知悉有關「第十一屆運動會」之安排細節。運動會當日，敝子弟 

 

□  將會訂購三月份維他公司午膳。 

□  將會自備午膳。 

□  需訂購當天午膳飯盒乙個，現付上現金 $21。 

    (請把款項連同回條一併交班主任辦理。)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 

二零一九年一月     日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適當的�內加〝�〞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通告 NO.209/18-19 

(回條請交班主任) 

回  條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事宜事宜事宜事宜(2)(2)(2)(2)【【【【午膳安排午膳安排午膳安排午膳安排】】】】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校長﹕ 

 

本人已詳閱並知悉有關「第十一屆運動會」之安排細節。運動會當日，敝子弟 

 

□  將會訂購三月份維他公司午膳。 

□  將會自備午膳。 

□  需訂購當天午膳飯盒乙個，現付上現金 $21。 

    (請把款項連同回條一併交班主任辦理。)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 

二零一九年一月     日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適當的�內加〝�〞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通告 NO.209/18-19 

(回條請交班主任) 

回  條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事宜事宜事宜事宜(3)(3)(3)(3) 

【【【【2222××××50505050 米米米米親子接力比賽親子接力比賽親子接力比賽親子接力比賽參加表參加表參加表參加表格格格格】】】】    

(P.1-P.3 學生家長適用)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校長﹕  
本人 □有意有意有意有意 / □無意無意無意無意 與敝子弟參加親子接力比賽，本人之健康狀況良好，適宜參

與是次運動會，並會遵循大會所有安排。 

 

班別 學生姓名 參賽家長姓名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班   □父 / □母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 

二零一九年一月     日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適當的�內加〝�〞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通告 NO.209/18-19 

(回條請交班主任) 

回  條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屆運動會」」」」事宜事宜事宜事宜(3)(3)(3)(3) 

【【【【2222××××50505050 米米米米親子接力比賽親子接力比賽親子接力比賽親子接力比賽參加表格參加表格參加表格參加表格】】】】    

(P.1-P.3 學生家長適用)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校長﹕  
本人 □有意有意有意有意 / □無意無意無意無意 與敝子弟參加親子接力比賽，並證明本人之健康狀況良好，

適宜參與是次運動會，並會遵循大會所有安排。 

 

班別 學生姓名 參賽家長姓名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班   □父 / □母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 

二零一九年一月     日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適當的�內加〝�〞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