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SHOP HALL JUBILEE SCHOOL

感恩 ‧ 傳承 ‧ 情繫銀禧   Nourishing Memories with Love 
善教 ‧ 尚學 ‧ 繼往開來   Sustaining Excellence with Flair  

五十五週年校慶晚宴訂座表格 

個人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 請於合適的方格內打勾 

姓名 (英文) *先生. / 小姐.  (中文) 

與本校的關係 #  校友     畢業年份:  ___________   畢業班別: 中五／六／七._____ 

#  家長     子女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班別: 中._____ 

住宅地址  

聯絡方法 (辦公室 / 住所) (手機) (電郵) 

 

訂座資料        請填妥以下其中一款表格      #請於合適的方格內打勾 

適用於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的訂座申請  

(訂座優惠適用) 

 適用於八月三十一日後的訂座申請  

(訂座優惠不適用) 

 單位 單價及數量 小計   單位 單價及數量 小計 

# 一席 

(12 位) 

$500 x 10 (訂購 12 位可獲其中 2 位免費) 

x____ [席數; ‘1 席=12 位’] 

$  # 一席 

(12 位) 

$500 x 12 x__ 

[席數; ‘1 席=12 位’] 

$ 

# 半席 

(6 位) 

$500 x 5 (訂購 6 位可獲其中 1 位免費) 

x____ [半席數目; ‘1 半席’=6 位] 

$  # 半席 

(6 位) 

$500 x 6 x__ 

[半席數目; ‘1 半席’=6 位] 

$ 

# 座位 $500 x ____  [位] $  # 座位 $500 x ____  [位] $ 

合共 $  合共 $ 

 

首選用餐地點    # 學校禮堂  # 操場 (請參閱背頁第三點)            #請於合適的方格內打勾    

 

贊助/ 捐款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於合適的方格內打勾 

# 本人欲贊助五十五週年校慶晚宴每席的獎品。 (請參閱背頁第六點) 

# 本人欲贊助五十五週年校慶晚宴抽獎遊戲的獎品。 (請參閱背頁第六點) 

# 本人欲捐款$________________ 供 *學校發展 / 其他用途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參閱背頁第七點) 

 

付款方法     #請於合適的方格內打勾 

# 現金 

#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法團校董會」] 

支票金額: $ 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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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方專用 

收取表格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手人: __________________   發票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地址:  九龍九龍塘牛津道 2C 號  |  電郵:  mail@bhjs.edu.hk  |   聯絡電話:   2336 3034   |   傳真號碼：   2337 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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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HOP HALL JUBILE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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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座注意事項: 

1. 本校謹訂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六時正, 假本校禮堂及操場舉行五十五週年校慶晚宴。晚宴

約於當晚十時正結束。 

2. 校慶晚宴餐券數量有限，故訂座將以先到先得形式處理。 

3. 如遇天雨，操場將不設座席，原設於操場的桌席將移至活動中心及/或課室。禮堂的座席將不受影響。 

4. 晚宴座席會按訂座次序安排。首先成功預訂的客人將較先獲安排座位。本校將盡量根據閣下於前頁

表達的意願，於禮堂或操場為閣下安排座位。倘若所選之用餐地點已滿座，閣下可能會被安排至另

一地點，故請從速報名。本校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5. 凡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訂購一席（每席十二位）者可獲其中二位免費的優惠（即每席

只需五千元），半席（每席六位）者則可獲其中一位免費（即每席只需二千五百元）。 

6. 若閣下欲贊助五十五週年校慶晚宴的獎品，校慶晚宴籌委會將與閣下確認相關事宜。 

7. 請把填妥的表格連同現金或支票交回本校校務處。 

 

閣下亦可把填妥的表格連同支票郵寄至「九龍塘牛津道２Ｃ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校慶晚宴籌委會收」，

但切勿郵寄現金。 

 

支票背面請清楚寫下： 

i. 訂座代表姓名； 

ii   聯絡電話號碼及 

iii  訂座款項的用途(即繳交餐券費用、捐款、或餐券費用及捐款)  

[閣下可指明捐款用途。若未有指明特定用途，所有捐款將用作學校發展。] 

8. 本校收到閣下的訂座表格後, 校慶晚宴籌委會會於五個工作天以內以電話或電郵聯絡閣下確認訂座

事宜。 

9. 凡捐款港幣$100 以上將獲得收據作免稅之用。 

10. 閣下可於晚宴當天在本校正門入口的接待處取票，或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後至晚宴當日親身到

本校校務處辦理。若閣下未能親臨本校，須撰寫授權書，列明代取人的姓名及身份證號碼。 

11. 閣下如有疑問，歡迎賜電２３３６３０３４聯絡劉詠欣小姐或喬孝忠老師查詢。閣下也可以電郵查

詢，電郵地址為 mail@bhjs.edu.hk. 

12. 電話查詢時間為上午九時正至十二時及下午一時半至四時半。  

 

由衷感激閣下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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