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真光中學
遷港 65 周年校慶感恩活動
各位親愛的校友：
真光自 1872 年創校，至今歷 142 載，今年適逢本校遷港 65 周年，我們滿懷感恩與
喜樂，期待與大家共聚慶祝。
茲謹訂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在本校禮堂舉行感恩崇拜會暨
中一開社英文音樂劇表演，並於當晚七時假金鐘統一中心四樓名都酒樓舉行感恩聚餐。
七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假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舉行校慶綜藝表演，
其中公演本校原創中文音樂劇《鏡花緣》。恭請
光臨共聚，同頌主恩。
順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九龍真光中學
校董會、校友會
校長暨全體員生

敬約

二零一四年四月八日
----------------------------------------------------------------------------------------------------------------------------

慶祝遷港 65 周年校慶 籌款活動
本校為慶祝遷港 65 周年，將舉行一連串校慶活動，現呼籲各位校友、家長及同學鼎
力捐款支持，各項校慶活動臚列如下﹕
1.
2.
3.
4.
5.
6.
7.
8.

校慶音樂 CD (學生創作作品)
校慶活動匯萃 CD
校友會周年晚會
校慶籌款晚宴
校慶感恩會及中一開社英文音樂劇表演
中小學綜合晚會暨原創中文音樂劇《鏡花緣》首演
校慶紀念品
英文文集(English magazine)

9. 九真畫集
10. 九真相冊
11. 服務體驗及考察遊踪圖文集
本校遷港 65 周年校慶活動，各項費用支出龐大，除獲校董會支持外，亦呼籲各位以
個人或商號名義慷慨贊助。

九龍真光中學 校務處

郵寄地址：九龍塘 真光里 一號

傳真：3655 0110

查詢電話：3655 0000

九龍真光中學 遷港 65 周年校慶活動 回條
茲收到 貴校邀請參與校慶感恩活動，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年份：_______________( ________社)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 / 現職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名片) 職銜：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將：
□ 出席 5 月 3 日 2:30p.m.-5:30p.m. 校慶感恩崇拜會暨中一開社 地點：本校
□ 出席 5 月 3 日 7:00p.m.-10:30p.m. 校慶感恩聚餐
地點：金鐘名都酒樓
□ 出席 7 月 19 日 2:30p.m.-5:30p.m. 校慶綜藝表演會 地點：大學會堂
□ 未克出席
並欲：
□ 購買餐券 $500 X ________張；
□ 贊助活動代金 $____________，禮物________份；
□ 購買綜藝表演會門票：$120 X____張，$90 X____張，$50 X____張
訂購九龍真光中學遷港 65 周年校慶刊物及紀念品
價目

數量

金額

顏色/尺碼

(如適用)

1 校慶音樂CD

$20/隻

$

2 英文文集“EVOKE”

$20/本

$

3 九真畫集“Artlight”

$20/本

$

4 九真相冊“KTL Album”

$20/本

$

5 文化探索‧服務體驗‧生命成長

$20/本

$

校慶紀念品 1﹕校慶限量繩索布袋

$90/個

$

校慶紀念品 2﹕校慶限量夾子(紅、黃、綠)

$10/個

$

校慶紀念品 3﹕校慶限量T-shirt

$150/件

$

校慶紀念品 4﹕校慶限量8GB USB

$100/隻

$
合共

$

報名及訂購方法：
1. 參加聚餐可致電周小姐 3655 0000 或電郵至 yfwan@ktlms.edu.hk 留座，收到款項作實。
2. 訂購之購買紀念品，可於 5 月校慶日領取，數量有限，訂購從速。
2. 支票抬頭：
「九龍真光中學」或「Kowloon True Light Middle School」
；

亦可存款至恆生銀行 024-254-026537-001，入數紙請傳真至 3655 0110 或電郵回校。
3. 如有查詢，可與校務處周小姐 36550000、尹婉芬老師 36550027 或校友會莫小姐 94631033 聯絡。

贊助意願書
(請在下列方格加上號)
 本人樂意支持各項校慶活動，贊助款項港幣 $_________________
(凡贊助港幣$500 或以上者，會在校慶綜合晚會場刊作鳴謝)
□ 刊登賀詞 (將刊登於校慶綜合晚會場刊)
 個人

 校友 ( _____________社)

 團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整頁﹕$5000

 1/4 頁﹕$1500

 半頁﹕$2500

請選擇賀詞 (請在下列方格加上號)
 春風化雨
 教澤綿延
 廣植桃李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希望學校聯絡我以進一步商討有關贊助事宜
(聯絡電話﹕3655 0000 郭詩韻老師 / 吳芷瑩小姐)
贊助者資料
贊助者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贊助者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真光關係﹕校友 / 學生家長 /現任老師 / 舊老師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
如屬校友，畢業年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社)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為「九龍真光中學」 / 「Kowloon True Light Middle School」，
背頁請寫上贊助者正楷姓名及聯絡電話)
贊助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贊助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2.
3.
4.

贊助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
請把支票連同此贊助意願書一拼寄回本校。
如對校慶籌款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3655 0000 郭詩韻老師或吳芷瑩小姐查詢。
以上贊助者個人資料僅作有關校慶籌款的聯絡用途。

(顏色﹕紅、黃、綠)
(尺寸 88mm X 86mm)

(顏色﹕黑、白)
(尺碼﹕S、M、L)

(尺寸 40.5mm X 44mm)

(所有圖片只屬參考)

校慶音樂 CD
今年是本校遷港六十五周年紀念，音
樂科特別精選了六首高中同學的作品
錄製成「Born to Love」原聲大碟，
其中所輯錄的都是新曲新詞的優秀作
品，包括五首獲「2013 全港中小學生
音樂創作比賽」獎項及「樂勢力 X
HERO 歌曲創作比賽」入選作品。

英文文集(“EVOKE”)
In EVOKE 2014, we are proud to illustrate
how we, True Light bearers, inherit great
tradition, grow towards excellence and
learn without borders. We are also glad to
share with all stakeholders some of the
creative and critical student writings done
this year.
Tentative Cover of Evoke 2014

九真畫集(“Artlight”)
A portfolio of Secondary and Primary students’
artwork.
Including: Painting, Chinese Painting, Drawing,
Graphic Design, Computer Graphics, Ceramic, Mixed
Media,Wall Painting and Installation Art.

九真相冊(KTL Album)
在過去的 65 個年頭，九龍真光培育了眾多
人材，也經歷了很多變遷；相片集正好為
校舍，校服，和眾多的儀式，變革留下了
無數的記錄。各位現在都可以成為九真歷
史的見証人，相冊限量印刷，欲購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