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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家長教師會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家教會通告編號：PTA31/2021 

校友通告編號：AA29/2021 

 

各位家長及校友： 

建設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設施-「校長+學生冬泳籌款」2021-2022 
  上學年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聯手邀請校長陳岡博士進行冬泳籌款活動，所

籌得的款項現已支出或預算本年度支出如下：  

家長教師會 校友會 

已支出/預算支出項目 金額($) 已支出/預算支出項目 金額($) 

資助校隊學生進行精英訓練及保險費 100,000 資助校隊學生進行精英訓練 50,000 

學生獎章 8,000 小六畢業生無人機立體迷宮賽 2,500 

資助學校建設擴增/虛擬實境設施 10,000 資助學校建設擴增/虛擬實境設施 60,000 

 

虛擬實境-極光 六樓擴增實境/虛擬實境設施位置 虛擬實境-海底世界 

 
本年度得悉學校因為現在希望能突破

疫情的限制，及長遠為學生帶來更多校外

學習機會，計劃在六樓建校時未被建設擴

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設施，並為慶祝五十週年

校慶，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再度邀請校長

陳岡博士挑戰冬泳籌款活動，本年度將繼

續挑戰 3 公里的長距離，現誠邀校友、家

長、老師踴躍捐助，活動籌得的善款扣除

行政費後將捐贈予學校以支持學校建設擴

增實境/虛擬實境設施。疫情前，學校經

常為同學安排不同的校外活動，如於郊野

進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北京和英國的遊學課程、未有機會落

實的愛爾蘭和非洲的遊學課程等，將來都可以在學校的「虛擬

實境教室」中出現，讓學生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未能前往香港戶

外或世界各地，仍可透過教室的設備進行「體驗式」的戶外及

境外學習。 

本年度兩會亦誠邀有興趣挑戰冬泳學校泳隊現任和前任

成員一起參與，挑戰距離约 400 米(屆時會安排救生員確保學

生的安全)，一起和校長挑戰「校長+學生冬泳籌款」這項創

舉。 

綠色箭咀為學生

或校友的冬泳路

線-淺水灣岸邊

開始 (來回) 

(全程長 400米) 

紫色線代表校長

游泳的路線淺水

灣碼頭經中灣、

南灣至舂坎灣的

頭洲 (來回) 

(全程長 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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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2021 年 12 月 4 日 (星期六) / 07:15 (開始) 

地點： 淺水灣 

冬泳籌款 

活動： 

陳岡校長以冬泳形式(不

穿保暖衣) 籌款，游大約 3

公 里 的 路 線 ， 並 會 在

Facebook 網上同步直播，

二維碼如下： 

 
https://fb.me/e/ZRIDJav3 

學生/校友以冬泳形式籌款，並會在網上同步直播 

泳隊成員/校友、班別/畢業年份 

4B 林俊廷 4B 宋皜朗 5C 甘順麟 

5M 陳躍霆 5M 宋思朗 6C 張晴朗 

6C 杜曉峰 6B 余   愿 6M 鄭梓亮 

6M 吳祐希 2020 趙汶峯 2020 繆瀚霆 

2021 潘焯軒 2021 馮卓軒 2021 龍建安 

      

籌款截數 

日期： 
2022 年 1 月 10 日 

籌款目標： $930,000(扣除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贊助建設擴增實境/虛擬實境設的款項) 

捐款及 

方法： 

請先填妥捐款回條，連同支票或銀行入數紀錄於 1 月 10 日或以前寄回、交回、傳

真、電郵或 WhatsApp 至本校： 

• 劃線支票：抬頭：「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法團校董會」或“The IMC of Pun U Ass 

Wah Yan Pri Sch”，背面請註明捐款人姓名及聯絡電話，可委託在學學生回校時

交回其班主任/校務處/收集箱，或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校交回，或郵寄至「香

港北角百福道 2 號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封面註明「冬泳籌款 2021-2022」)  

• 銀行入數或轉賬： 

銀行名稱: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 
戶口名稱: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法團校董會 

戶口號碼： 072-701-502-035759 

入數後於轉賬/入數紙註明捐款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然後截圖交： 

WhatsApp 至 9676-2830、傳真(2572-4970) 、電郵(school@puwy.edu.hk) 

備註： 

● 如屆時防疫法例容許，學生、家長及校友可到現場為校長及泳隊成員打氣，大

會亦可透過 Facebook 直播一齊欣賞。 

● 捐款收妥後，100 元以上的捐款可獲校方發出退稅收據。 

期望各位能鼎力支持，慷慨解囊，回饋母校，造福學弟。惟捐款與否，純屬自願。如有任何查

詢，可致電 2572 2140 與廖潔玲副校長聯絡。 

 
家長教師會主席  校友會主席 

 

 

  

陳卓文先生  劉富民先生 

2021 年 11 月 20 日  2021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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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家長教師會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建設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設施-「校長+學生冬泳籌款」2021-2022 

捐款回條 
(請先填妥捐款回條，連同支票或銀行轉賬紀錄寄回、交回、傳真、電郵或 WhatsApp 至本校) 

 
本人願意透過捐款以支持這次活動﹕※ 請在適當方格上加「✓」 

 
捐款支持對象 

1. 支持對象-陳岡校長 

認捐金額  (港幣)： □$100 □$300 □$500 □$1000 □$2000 □$5000 □其他 $______ 

 
2. 支持對象-泳隊成員/校友  認捐金額(港幣) ： 

4B 林俊廷

□$_______ 

4B 宋皜朗

□$_______ 

5C 甘順麟

□$_______ 

5M 陳躍霆

□$_______ 

5M 宋思朗

□$_______ 
6C 張晴朗

□$_______ 

6C 杜曉峰

□$_______ 

6B 余愿 

□$_______ 

6M 鄭梓亮

□$_______ 

6M 吳祐希

□$_______ 
 

2021 馮卓軒

□$_______ 

2021 龍建安

□$_______ 

2021 潘焯軒

□$_______ 

2020 趙汶峯

□$_______ 

2020 繆瀚霆

□$_______ 
 

   總捐款(校長、學生及校友)： $ 

 
捐款人資料 

收據上的捐款人姓名： 

(與身份證上相同)  
 

捐款人/團體與本校的關係： □校友 畢業年份﹕ 

 □家長 子女姓名﹕                                    就讀班別:    

 □其他﹕  

通訊地址(供郵寄收據用)： 
 

 

 □本人欲以「無名氏」身份捐款 

支票號碼（如適用）：  

 

捐款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