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年度 通告(065) 
 2017 年 10 月 23 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各位家長︰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17 
 

敝子弟於體藝課/課後活動─花式跳繩項目中表現優異，獲得教練推薦參與由葵青區體育會、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及皇仁舊生會中學合辦、葵青區議會贊助的「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17」，

所舉辦之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17。比賽詳情列下： 

日    期  2017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日)   

集合地點 皇仁舊生會中學 (地址：青衣長安邨第 1 期) 

集合時間及 
報到地點 中午 12 時正 (皇仁舊生會中學禮堂) 

比賽時間 下午1:00 - 晚上7:00  

服  裝 1) 基真運動服裝   2)不脫色運動鞋 

裝    備 
1) 學生必需出示有相片之學生證或學生手冊以核實身份 (如手冊) 
2) 繩子(必須自備) 
3) 水、毛巾 

項目名稱及  
所需費用 

單人項目1：三十秒前繩 ($30)   

單人項目2：三十秒交叉 ($30)     

雙人項目1：三十秒單側迴旋 $60 (每人$30)  

雙人項目2：三十秒朋友跳 $60 (每人$30) 

參與項目 
 單人項目60($30+$30)=60元 
 單人項目60($30+$30)+雙人項目$60($30+$30)=120元 

 

備註 :  

1. 所有參加單項比賽學生均會參與兩項比賽，該項目學生需繳費用為60元 

2. 所有參加雙人比賽項目的學生均會參與兩項比賽，該項目學生需繳費用為60元 

3. 必須有家長陪同，並自行前往比賽場地 

4. 參加比賽時必須帶備繩子及學生手冊，請學生於12時正在中學場地集合，相關資料會於 

( www.hkrsf.org )公佈。如有錯誤需於2017年11月3日(五)或之前聯絡賽會作出修改。2017年11

月11日公佈第一份出場序。 

5. 如遇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時，比賽則會改期，另行通知補賽日期 

6. 請填妥運動員、家長或監護人聲明(附件1) 

 

統籌老師：羅順銘主任 

    校長 _____________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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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請於25/10前交回條及附件1予羅順銘主任) 

洪校長：本人敬悉 通告(065)：葵青區跳繩錦標賽2017 內容。 

本人   同意 子女參加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17，並交回運動員、家長或監護人聲明(附件 1)，

並附上現金：  

 單人項目60元 

 單人項目+雙人項目120元   

 不同意 子女參加葵青區跳繩錦標賽2017。 

 

班別︰          學生姓名︰                    (      ) 

                家長簽署︰                          日期︰2017年 10 月    日 

*在適當  加上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17 學生參賽項目及費用一覽表 
 

項目 項目 班別 中文姓名 比賽項目 比賽項目 項目費用 總數 

單人 只報單項 三信 李穎熹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60 

單人 只報單項 三愛 許雋銘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60 

單人 只報單項 四誠 陳(善頁)亓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60 

單人 
報雙項 

三愛 劉肇洋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三愛 劉肇洋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四信 鄭盈盈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四信 鄭盈盈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四望 吳倩誼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四望 吳倩誼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四愛 趙梓晴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四愛 趙梓晴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四愛 鄧翊瞳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四愛 鄧翊瞳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四智 鄭沛玲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四智 鄭沛玲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四智 許淳茵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四智 許淳茵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四誠 巫芯諭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四誠 巫芯諭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四誠 吳天藍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四誠 吳天藍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四誠 麥芷蕎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四誠 麥芷蕎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五信 郭皓雯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五信 郭皓雯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五信 李曉彤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五信 李曉彤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五望 劉天嵐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五望 劉天嵐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五愛 陳栢灝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五愛 陳栢灝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五智 唐嘉彤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五智 唐嘉彤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五望 張熹旻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五望 張熹旻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五智 李清朗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五智 李清朗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五誠 劉美琳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五誠 劉美琳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五誠 陳子瑤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五誠 陳子瑤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信 鄺俐俐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信 鄺俐俐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信 源淑蔚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信 源淑蔚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信 陳朗軒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信 陳朗軒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望 蔡曉琳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望 蔡曉琳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望 伍鍵熹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望 伍鍵熹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望 張德樂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望 張德樂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愛 何洛伊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愛 何洛伊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愛 林樂遙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愛 林樂遙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愛 吳柏謙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愛 吳柏謙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智 陳曉霖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智 陳曉霖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單人 
報雙項 

六智 吳海藍 30 秒前繩 30 秒交叉 60 

雙人 六智 吳海藍 30 秒單側迴旋 30 秒朋友跳 60 120 

 

 
 
 
 
 
 
 
-------------------------------------------------------------------------------------------------------------------- 
附件 1.                          (請沿虛線剪下並交回羅主任) 

 

運動員、家長或監護人聲明 

玆證明本人將不會因參加 2017 年 11 月 12 日舉行的「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17」所引致的一切個人損傷、財物

遺失及損毀，向葵青區體育會、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皇仁舊生會中學及葵青區議會參與該次賽事的工作

人員追究或保留追究有關賠償責任的權利。同時承諾本人遵守賽事規則及場地主委的所有決定和各項安排。

此外，本人同時聲明身體健康狀況適合參與 2017 年 11 月 12 日舉行的「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17」。如果本人

因疏忽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參加這項活動時傷亡，向葵青區體育會、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皇仁舊

生會中學及葵青區議會則無須負責。  

 

參賽者姓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簽名：   

 

未滿十八歲需填寫以下部分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