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敬啟者：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40周年校慶事宜 

 

    韶光荏苒，本校於今年踏入辦學第 40年的新里程。自創校以來，本校師生同心一德，校

譽日隆；除了校內一眾熱心教育的老師循循善誘，及莘莘學子的努力不懈外，各屆校友在社

會上不同範疇的傑出成就與貢獻，更是功不可沒，在此謹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謝。 

    適逢此際，本校將開展一系列的活動及推出相關的安排，以慶賀這一個關鍵而珍貴的時

刻。內容如下：  

一）40周年校慶紀念特刊及紀念品（見附件一） 

二) 40周年校慶綜藝表演（見附件二） 

三）40周年校慶晚宴(見附件三) 

四) 捐款贊助學校活動/獎學金/建設基金(見附件四) 

   

    回顧昔日耕耘歲月，展望今後宏遠未來。現誠邀各校友踴躍參與，積極支持，舉校同慶，

共訴衷情，凝聚一心，共同携手開拓下一個金色十年！ 

    如有查詢，請致電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2496 6000與何偉雄副校長聯絡，或電郵至

本校郵箱 info@twphcymc.edu.hk。  

     

    此致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校友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謝潤明校長  謹啟 

 

 

2017年 10月 19日 

 

  



附件一 a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40周年校慶紀念特刊及紀念品訂購表格 

校友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畢業或離校年份:          畢業或離校年級: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郵寄地址:                                                                                

 

 

40周年校慶紀念特刊及紀念品訂購表格 

項目 項目資料 單價 數量 項目小計 

40 周年校慶紀念特刊 約 220 頁。記載學校 40 年來歷史和成就 $120   

文件夾套裝 一套四款 A4 文件夾 $20   

書籤開信刀 金屬吊牌款書籤開信刀 $40   

便條紙磚 800 頁。尺寸：8.3 × 8.3 × 8.3 cm  $40   

索繩袋 尼龍。側面有拉鏈袋。尺寸：38 × 46 cm $40   

水晶紙鎮 尺寸：9.9 × 9.9 × 5.5 cm $70   

郵票 本地郵資。每版 12 張郵票 $90   

   總計:  

 

* 售賣校慶紀念特刊及紀念品所得款項扣除成本，將全數撥捐學校建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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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c 

40 周年校慶紀念特刊及紀念品訂購方法 

 

方法一. 網上訂購 

- 填寫網上訂購表格。（網址：https://goo.gl/forms/yhPbsWLSd7jJls2z1） 

- 學校以電郵確認訂購資料，按電郵的指示，於一星期內將所需費用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如一星期內仍未收到確認電郵，請致電校務處查詢。) 

- 將銀行存款收條（入數紙）副本以電郵回覆。 

 

方法二. 郵寄訂購 

 - 於學校網頁下載訂購表格。（網址：https://goo.gl/PFkEfs） 

 - 郵寄訂購表格及劃線支票/存款收條（入數紙）副本回校。 

 -  信封面註明「四十周年校慶」，支票/存款收條（入數紙）副本背面請寫上姓名及電話。 

 - 學校以電郵確認訂購及付款資料。(如一星期後仍未收到確認通知，請致電校務處查詢。) 

 

方法三. 校友可於學校辦公時間，親臨校務處繳交訂購表格及費用。 

 

支票抬頭：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恆生銀行戶口：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戶口號碼：024-288-047756-002） 

郵寄地址：新界荃灣石圍角邨屋邨中學第 1號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40周年校慶電郵地址: hcy40th@gmail.com 

  

截止訂購日期 

2018 年 1月 26 日 (請盡早訂購，以便校方安排) 

 

領取紀念品 

紀念品將於二零一八年初開始派發。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2496 6000 與校務處職員聯絡。 

  

https://goo.gl/forms/yhPbsWLSd7jJls2z1
https://goo.gl/PFkEfs


附件二  

「Fantastic 40」預訂門票 
 

「40周年校慶綜藝表演—Fantastic 40」 

    日期：2018年 3 月 24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 7時 30分至 9 時 30分 

                  地點：學校禮堂 

       門票：免費(每人可索取最多 2張門票) 

  

查詢及領取門票 

遞交本表格後，校友將於三個工作天內收到電郵回覆確認。如於三個工作天後仍未收到通知，

請致電校務處查詢（校務處電話：2496 6000）。校友可於表演當天 6時 45分至 7時 30分在

接待處領取門票，逾時未取者，大會將不保留門票。 

網上報名：https://goo.gl/forms/RrzE7FUjnQGkedni1 

 

截止報名日期 

2018 年 1月 26 日 (請盡早報名，以便校方安排) 

 

校友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畢業/離校年份（班級）:      年（中____級）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聯絡地址:                                                                   

                                                                              

訂票資料 

索取門票數量：____________張(每人可索取最多 2張門票) 

 

https://goo.gl/forms/RrzE7FUjnQGkedni1


附件三 a 

「40 周年校慶晚宴」訂座資料 

                     日期：2018 年 7月 14 日 

                     時間：下午 6 時（恭候） 

                            晚上 7時（程序正式開始） 

      地點：悅來酒店 5樓宴會廳（香港荃灣荃華街 3號） 

 

訂座資料 

2012年或以後畢業生：每位 500元正 

2011年或以前畢業生（及其三歲或以上之親屬）：每位 800元正，每席 (共 12位) 8000元正 

畢業生之親屬(三歲或以上)：每位 800元正 

 

訂購方法 

方法一. 網上訂購 

- 填寫網上訂購表格。（網址：https://goo.gl/forms/cB7kniZiuecJt2Tp1） 

- 學校以電郵確認訂購資料，按電郵的指示，於一星期內將所需費用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如一星期後仍未收到通知，請致電校務處查詢。) 

- 將銀行存款收條（入數紙）副本以電郵回覆。 

方法二. 郵寄訂購 

 - 於學校網頁下載訂購表格。（網址：https://goo.gl/CvUrjB） 

 - 郵寄訂購表格及劃線支票/存款收條（入數紙）副本回校。 

 -  信封面註明「四十周年校慶」，支票/存款收條（入數紙）副本背面請寫上姓名及電話。 

 - 學校以電郵確認訂購及付款資料。(如一星期後仍未收到確認通知，請致電校務處查詢。) 方

方法三. 校友可於學校辦公時間，親臨校務處繳交訂購表格及費用。 

 

支票抬頭：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恆生銀行戶口：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戶口號碼：024-288-047756-002） 

郵寄地址：新界荃灣石圍角邨屋邨中學第 1號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電話：2496 6000） 

  

查詢及領取餐券 

一經報名，不設退款。晚宴餐劵將以郵寄形式發出，請校友務必正確填寫郵寄地址。 

截止日期 

2018 年 1月 13 日 (請盡早報名，以便校方安排) 

https://goo.gl/forms/cB7kniZiuecJt2Tp1
https://goo.gl/CvUrjB


附件三 b 

校友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畢業/離校年份及班級:        年 （中  年級）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郵寄地址:                                                                           

                                                                                  

訂座資料： _______位 2012年或以後畢業生(每位 500 元正) 

 _______位畢業生其三歲或以上之親屬（每位 800元正） 

 _______位 2011年或以前畢業生（每位 800元正） 

 _______席（共 12 位 2011年或以前畢業生及其三歲或以

上之親屬）(每席 8000元正) 

 _______位三歲以下人士 

款項： 500 元 X ____________位 

 800 元 X ____________位 

 8000 元 X ___________席  

 共_________________元正 

 

  



附件四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捐款表格 

 

各校友如欲捐款贊助學校活動/獎學金/建設基金，請填妥以下表格連同支票（抬頭：荃灣公

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或存入恆生銀行戶口(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戶口號碼:024-288-047756-002)後，將入數紙連同下表寄回荃灣石圍角邨荃灣公立何傳耀紀

念中學收。 

校友姓名: 中五/六/七 畢業年份:  

學校活動:$ 獎學金: $ 建設基金: $ 

支票號碼: 發票銀行 

聯絡電話(手提):  

如欲獲發免稅收據*，請提供通訊地址:(英文) 

 

 

*: 捐款總額不少於 100元，可申請稅項寬減。 

 

 

 

網上連結: https://goo.gl/forms/AngZbT7aEQKzrdAE2 

https://goo.gl/forms/AngZbT7aEQKzrdA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