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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家長通告第 P50號（一七至一八) 

運動員/田徑隊工作人員 

天主教教區中學第二十三屆聯運會 

敬啟者： 

兩年一度的教區中學聯運會將於二月一及二月二日於將軍澳運動場舉行。 貴子弟將參與兩天

運動會賽事/田徑隊工作人員。屆時二十六所由天主教香港教區主辦的中學均派隊參加，一起切磋

技術，強化體育精神，增進彼此友誼，培養團體歸屬感。本校同學一向熱衷於田徑運動，且表現良

好，每屆比賽均成績彪炳，成為學校優良傳統之一。詳情可參閱學校網頁的有關部份

(www.choihung.edu.hk)。請家長注意下列的安排： 

 

(一) 日 期：二月一日(星期四)及二月二日(星期五) 

(二) 進場時間：上午 7：30 分前進場，本校學生安排在 G3號看台。 

(三) 離場時間：二月一日約下午 4：30在運動場解散，二月二日約下午 5：00在運動場解散。 

(四) 交通安排：學校會為同學準備單程旅遊巴，由學校到運動會場。離程需由家長或學生自行安排。 

請 貴子弟於運動會當天，上午 6 時 45 分回校向申錦耀老師報到，旅遊巴於上午 7

時正出發，逾時不候。 

(五) 午膳安排：學校已安排為同學訂購飯盒($25.5)，於場內進膳。午膳期間不得離開運動場。請家 

長透過 貴子弟於 1月 16日前把費用交予余博文老師代收 

(六) 缺 席：如因疾病等重要事項缺席，請於 2月 5日補回醫生紙及請假信。事假信必須事前呈 

交申請，否則將被視作曠課論。 

(七) 服 飾：整潔校服/運動服及儀容 

(八) 注 意：由於場內食物部食物供應有限，且需較長時間輪候，請 貴子弟在進場前先吃早餐，

亦請帶備食物及飲料，其他有關詳情請參閱背頁的「教區聯運會學生須知」。 

 

此致 

貴家長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啟 

二零一八年一月九日 

---------------------------------------------------------------------------------------------------------------------------- 

家長回條 

(請於 1月 16日前交余博文老師，轉交唐小姐入帳) 

(一) 本人已得悉家長通告第 P50號（二零一七至一八）有關「天主教教區中學第二十三屆聯運會」

事宜。 

(二) 本人已知悉 貴校於聯運會上午，替同學統籌租賃旅遊巴及午膳之安排，並繳交港幣 25.5元

正作為午膳費用。 
 

 

家長簽名：                 

家長姓名：                 

電話號碼：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日期：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http://www.choihung.edu.hk/


- 2 - 

教區聯校運動會學生須知 

前言：每屆的教區聯運會均是學校向 25所友校展示優良傳統及歡樂的日子，請同學嚴格遵守以下規則： 

1. 所有學生應熟習校歌、「勇往直前跑」及口號，出席為運動員打氣，學習體育精神及培養歸屬感，

無故缺席者依曠課處理，不出席者依缺課處理。 

2. 為免閒人擅闖會場，出席學生須穿著整齊的冬季校服或穿著學校指定的冬季運動服及運動鞋，並攜

帶學生証。衣着誇張或校服不整齊者，將被大會拒絕進入會場，並由訓導主任跟進。 

3. 學生必須於上午九時前進場，前往在 G3 號看台就坐，屆時將由班主任點名。學生須注意到場、午

膳及離場時間： 

日期 入場時間 午膳時間 離場時間 

1/2/2018 

2/2/2018 
上午 7: 30 上午 12:00 –下午 1:00 約下午 4:30至 5:00 

 

4. 遲到記錄會被記存，遲到者，學生須於 5/2 午膳時留堂。 

5. 學生進場後須逗留在指定的看台上觀看比賽，不可隨意走動，更不可與其他看台友校的同學聯絡。

除參賽運動員及工作人員外，其他學生不得逗留於看台附近的通道上或跑道旁阻礙工作人員工作。 

6. 在開幕及閉幕典禮舉行時，學生須肅靜，禁止喧嘩及嬉戲。在比賽進行時，應鼓勵參賽的運動員，

禁止向他人喝倒采。 

7. 學生離座須依照老師及工作人員的指示及安排，帶備學生証以領取學生離座証，方可前往指定的洗

手間或小食部。 

8. 學生必須保持場地整潔，不可隨意拋棄廢物及破壞公物。由於開放的食物部數目有限，學生應自備

足夠飲用水及食物；如學生前往食物亭進食，照經驗需要輪候極長的時間，而且必須依照老師及工

作人員的安排及交出學生証。大會嚴禁學生嚼香口膠及吹波糖。 

9. 同學請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切勿攜帶大量金錢、手機、相機或貴重物品。如有遺失，請先向老師、

工作人員或訓導老師報告後才向大會失物亭查詢。 

10. 學生進場後，禁止離場。比賽完畢，學生須依照宣佈指示離場，不得擅自離去。 

11. 進場後學生必須服從工作人員、童軍及學長的指導。 

12. 學生不准攜帶任何書籍、報刊、錄音機、鐳射唱機、棋類、遊戲機及玩具進場。 

13. 各學生可利用以下交通工具前往會場： 

(A) 港鐵：           

    將軍澳站      - A1 或 A2 出 （步行約 10 分鐘）   

    坑口站 - B1 或 B2 出口 （步行約 10 分鐘）   

(B) 下列巴士直達或途經         

路線 他區總站   將軍澳總站 班次 

296A 牛頭角鐵路站   至   尚德 (12 分鐘一班) 

296C 深水埗(東京街) 至   尚德 (18 分鐘一班) 

296D 九龍鐵路站   至   尚德 (20 分鐘一班) 

296M 康盛花園   至   坑口站 (20 分鐘一班) 

692   中環(交易廣場) 至   坑口(北) (25 分鐘一班) 

694   小西灣   至   調景嶺公共運輸交匯處 (25 分鐘一班) 

792M 西貢   至   調景嶺公共運輸交匯處 (25 分鐘一班) 

796C 南昌站   至   將軍澳公共運輸交匯處 (20 分鐘一班) 

796S 牛頭角站(循環線) 至   清水灣半島 (20 分鐘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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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X 尖沙咀東(康宏廣場) 至   康城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20 分鐘一班) 

797M 將軍澳工業邨(循環線) 至   將軍澳公共運輸交匯處 (30 分鐘一班) 

798   火炭(山尾街)   至   調景嶺公共運輸交匯處 (20 分鐘一班) 

E22A 亞洲國際博覽館 至   康盛花園 (20 分鐘一班) 
 

(C) 小巴 

路線 他區總站   將軍澳總站 班次 

101M 坑口站(東港城) 至 西貢 (3-30 分鐘一班) 

103M 清水灣 至 將軍澳公共運輸交匯處 (10-15 分鐘一班) 

108A 坑口(北) 至 調景嶺公共運輸交匯處 (14-18 分鐘一班) 

(D) 公共交通機構、運動場的熱線查詢電話及網址 

  公共交通工具 熱線查詢電話 網址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 2745 4466 www.kmb.hk 

  新巴 2136 8888 www.nwstbus.com.hk 

  城巴 2873 0818 www.nwstbus.com.hk 

  將軍澳港鐵站 2927 2087 www.mtr.com.hk 

  坑口港鐵站 2927 2085 www.mtr.com.hk 

  將軍澳運動場 2177 1255 
http://www.lcsd.gov.hk/lsb 

/b5/facilities.php?ftid=38&did=8#1060         
 

14. 將軍澳運動場館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