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同獻接力跑
籌款目的：為初中電子學習計劃及學生學習支援基金籌款
報名日期：2018 年 10 月 3-26 日
活動日期及時間：2018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至 4 時
活動項目：400 米八人接力賽
活動形式：每隊參賽者同心協力以接力形式完成 400 米的路程，每名參賽者的跑程及次序可自由決
定，每隊男、女數目可自由組合。
活動地點：斧山道運動場
對象：
本校教職員、學生、學生家長、校友（可自由組合）
獎項：

(1) 400 米八人接力賽設冠、亞、季軍各一隊，各得獎隊伍參賽者獲頒獎牌乙個。
(2) 全場設「最高籌款額獎」冠、亞、季軍各一隊，各得獎隊伍獲頒獎狀乙張。

報名方法： 報名表格可向梁美思老師或黃麗霞老師索取，或在學校網頁下載，並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或之前將報名表格交回梁美思老師或黃麗霞老師。
報名須知：
1. 每名參賽者只可代表一個隊伍參賽。
2. 每隊伍必須有一名負責老師。
3. 負責老師可負責多於一個隊伍。
4. 全校目標設 24 隊參賽隊伍，接力跑目標籌款額為港幣 50,000 元。請各隊伍積極募捐。
5.
6.
7.
8.

交回報名表格後，隊伍負責老師將獲發 9 個籌款袋，請代為分發給各參賽者。
請各隊伍負責老師定期跟進各參賽者的募捐情況，如有需要，請代為保管捐款。
校方會於學校大堂壁佈板上定期公佈各隊伍籌款金額。
所有籌款袋及捐款必須於 2018 年 11 月 6 日下午 1 時 30 分或之前由隊伍負責老師交回梁美思老
師或黃麗霞老師。各隊伍負責老師必須查核各籌款袋捐款總額並簽署確認。逾期繳交之款項將不
計算入隊伍籌款額內。
9. 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美思老師或黃麗霞老師。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報名日期
2018 年 10 月 3-26 日

S.K.H. ST. BENEDICT’S SCHOOL

同心同獻接力跑──家長報名表格
籌款目的：
為初中電子學習計劃及學生學習支援基金籌款

活動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至 4 時

活動項目： 400 米八人接力賽
活動形式： 每隊參賽者同心協力以接力形式完成 400 米的路程，每名參賽者的跑程及次序可自由
決定，每隊男、女數目可自由組合。
活動地點： 斧山道運動場
對象：
獎項：

本校教職員、學生、學生家長、校友（可自由組合）
1） 400 米八人接力賽設冠、亞、季軍各一隊，各得獎隊伍參賽者獲頒獎牌乙個。
2） 全場設「最高籌款額獎」冠、亞、季軍各一隊，各得獎隊伍獲頒獎狀乙張。
報名方法： 報名表格可向梁美思老師或黃麗霞老師索取，並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或之前將報名表
格交回梁美思老師或黃麗霞老師。
家長報名須知：
1. 每名家長只可代表一個參賽。
2. 隊伍組合形式可以是八位家長或家長與學生混合。
3. 每隊家長隊伍必須有一名負責家長，以便校方聯絡之用。
4. 全校目標設 24 隊參賽隊伍，接力跑目標籌款額為港幣 50,000 元。請各隊伍積極募捐。
5. 隊伍負責家長請將報名表格報交回校務處，學校家教會譚日初老師會聯絡隊伍負責家長，並安
排分發 8 個籌款袋給家長隊伍參賽者。譚日初老師會與隊伍負責家長保持聯繫。
6. 所有籌款袋及捐款必須於 2018 年 11 月 6 日下午 1 時 30 分或之前由隊伍負責家長交回譚日初老
師。譚日初老師會查核各隊伍籌款袋捐款總額並簽署確認。逾期繳交之款項將不計算入隊伍籌
款額內。
7. 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譚日初老師、梁美思老師或黃麗霞老師。
-------------------------------------------------------------------------------------------------------------------------------------------（此報名表格由梁美思老師及黃麗霞保存）
本隊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將參加 2018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舉行的同心同獻接力跑。
本隊伍參賽者資料：
家長/學生姓名

貴子弟姓名(班別)

家長/學生姓名

1.

5.

2.

6.

3.

7.

4.

8.

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負責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負責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號碼

貴子弟姓名(班別)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報名日期
2018 年 10 月 3-26 日

S.K.H. ST. BENEDICT’S SCHOOL

同心同獻接力跑──學生及校友報名表格
籌款目的：
為初中電子學習計劃及學生學習支援基金籌款

活動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至 4 時

活動項目： 400 米八人接力賽
活動形式： 每隊參賽者同心協力以接力形式完成 400 米的路程，每名參賽者的跑程及次序可自由
決定，每隊男、女數目可自由組合。
活動地點： 斧山道運動場
對象：
獎項：

本校教職員、學生、學生家長、校友（可自由組合）
1） 400 米八人接力賽設冠、亞、季軍各一隊，各得獎隊伍參賽者獲頒獎牌乙個。
2） 全場設「最高籌款額獎」冠、亞、季軍各一隊，各得獎隊伍獲頒獎狀乙張。
報名方法： 報名表格可向梁美思老師或黃麗霞老師索取，並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或之前將報名表
格交回梁美思老師或黃麗霞老師。
學生及校友報名須知：
1. 每名參賽者只可代表一個隊伍參賽。
2. 每隊伍必須有一名負責老師。
3. 負責老師可負責多於一個隊伍。
全校目標設 24 隊參賽隊伍，接力跑目標籌款額為港幣 50,000 元。請各隊伍積極募捐。
交回報名表格後，隊伍負責老師將獲發 9 個籌款袋，請代為分發給各參賽者。
請各隊伍負責老師定期跟進各參賽者的募捐情況，如有需要，請代為保管捐款。
校方會於學校大堂壁佈板上定期公佈各隊伍籌款金額。
所有籌款袋及捐款必須於 2018 年 11 月 6 日下午 1 時 30 分或之前由隊伍負責老師交回梁美思老
師或黃麗霞老師。各隊伍負責老師必須查核各籌款袋捐款總額並簽署確認。逾期繳交之款項將
不計算入隊伍籌款額內。
9. 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美思老師或黃麗霞老師。
4.
5.
6.
7.
8.

-------------------------------------------------------------------------------------------------------------------------------------------（此報名表格由梁美思老師及黃麗霞保存）
本隊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將參加 2018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舉行的同心同獻接力跑。
本隊伍參賽者資料：
班別

班號

姓名

班別

1.

5.

2.

6.

3.

7.

4.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負責老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負責老師簽署

班號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