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羅撒書院
聖羅撒七十周年音樂劇暨校慶表演校友通告
各位校友︰
十年前的校慶音樂劇《綠野仙蹤》，反應熱烈，記憶猶新。本校今年為慶祝創校七十周年，再次推
出演員陣容更為龐大的大型音樂劇《仙樂飄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這齣家喻戶曉的音樂劇主
題為「愛與勇氣」，正是本校辦學信念的寫照，亦體現多年來積極推廣戲劇教育的成果。
兩場音樂劇暨校慶表演，詳情臚列如下：
日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四日（星期六）及七月十五日（星期日）
時間： 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四十五分（觀眾須於晚上七時入座）
地點：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九龍紅磡）
票價： 堂座每位港幣 $380、 $280 及 $180（座位安排請參閱附件 1、2）
（大小同價，賽馬會綜藝館規定六歲以下小童不可入場）
節目：
表演節目

參演者
聖羅撒書院學生
聖羅撒幼稚園學生
聖羅撒書院學生

現代舞
歌舞表演
音樂劇“The Sound of Music”
備註： 1. 兩場表演節目相同。
2. 入場時來賓須出示有效門票。
3. 座位安排以先到先得進行。
4. 除超額情況及未能配售已選擇日期外，所繳款項，概不退還。
報名方法：請先致電 23371867 聯絡校務處方小姐預約
5 月 7 日（星期一）開始接受校友電話預約。
請在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致電
2337 1867 聯絡校務處方小姐確認留位數目。
付款及取票方法：
親臨
郵寄
電郵或傳真入數紙
獲校務處方小姐確認訂 獲校務處方小姐確認訂購後， 獲校務處方小姐確認訂購後，請自行列印回
購後，請列印回條並帶 請自行列印回條，連同劃線 條，連同完整入數紙圖像（須在入數紙上寫
同回條，親自或委託代 支票於三個工作天內逕寄︰ 上訂票代表之中、英文姓名、畢業年份、聯
表到校務處付款（現金 「新界沙田銀城街 29 號聖羅撒 絡電話)於三個工作天內電郵或傳真給本校。
或劃線支票均可）。 書院校務處方小姐收（聖羅撒 本校會儘快通知 台端之取票方法。
本校會儘快通知 台端 七 十 周 年 音 樂 劇 暨 校 慶 表 校友必須自行保存完整入數紙正本，本校將
之取票方法。
演）」。
收回正本。
付款及取票時間：
本校收妥款項後，會儘快通知 聖羅撒書院法團校董會銀行戶口號碼 ︰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 台端之取票方法，親自或委託 004 - 124 - 411257 - 001 滙豐銀行
至下午 4 時；
代表（須帶同委託信）到校務 聖羅撒七十周年音樂劇暨校慶表演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中 處簽收門票。
電郵地址︰musical70@hksrl.edu.hk
午 1 2 時。
本校傳真號碼︰2338 0915
劃線支票格式
劃線支票抬頭：聖羅撒書院法團校董會
或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t. Rose
of Lima’s College
支票背面須寫上訂票代表之中、英文姓名、畢業年份、
聯絡電話。
請確保足夠郵遞時間及郵資， 如遺失入數紙或在櫃員機忘記列印入數紙，
以令郵遞無誤。
校友須自行聯絡相關銀行拿取入數證明，然
切勿郵寄現金或期票。若招致 後再把入數證明傳真或電郵給本校，銀行一
損失，恕不負責。
般將會收取手續費用。
聖羅撒書院校長 練茂棠謹啟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聖羅撒七十周年音樂劇暨校慶表演校友回條
（請自行列印，交回校務處方小姐）

敬覆者：本人樂意參加「聖羅撒七十周年音樂劇暨校慶表演」，訂票詳情如下：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
＊□ 本人欲購買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四日(星期六)之晚會門票︰

$380 門票_____張，$280 門票_____張，$180 門票______張。合共港幣＿＿＿＿元正。
（到校繳交現金

附上入數紙圖像

附上劃線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 ）

＊□ 本人欲購買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星期日)之晚會門票︰

$380 門票_____張，$280 門票_____張，$180 門票______張。合共港幣＿＿＿＿元正。
（到校繳交現金

附上入數紙圖像

附上劃線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 ）

＊ 如未能配售已選擇日期的門票，是否接受同一日期的其他門票？
＊□ 是

□$380 / □$280 / □$180

＊□ 否
＊ 如未能配售已選擇日期的門票，是否接受其他日期之同等門票？
＊□ 是

□$380 / □$280 / □$180

＊□ 否

此覆
聖羅撒書院校長
校友中文姓名︰＿＿＿＿＿＿＿＿＿＿＿＿＿＿
校友英文姓名︰＿＿＿＿＿＿＿＿＿＿＿＿＿＿
畢業年份級別︰＿＿＿＿＿＿＿ (如 2011 中五)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二零一八年_____月_____日

此欄由學校填寫：
銀碼：

付款方法︰

入數紙/支票號碼：

現金入數紙支票

已取門票︰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

簽收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1

門票座位安排
門票類別 (堂座)
$ 380
D1-6, D101-111, D202-208
E1-6, E101-111, E202-208
F1-6, F101-111, F202-208
G1-6
H1-6
J1-6
K1-6
L1-6, L105-115, L202-212
M1-6, M101-115, M202-214
N1-6, N101-117, N206-214

$ 280

$ 180

D7-12
E7-14
F7-18
G7-18
H7-20
J7-20
K7-22
L7-22
M7-24
N7-24
O1-22, O101-115, O202-214
P1-22, P101-117, P202-214
Q1-22, Q101-119, Q202-216
R2-20, R101-119, R202-216
S1-20, S101-119, S202-218
T1-20, T101-121, T202-218
U1-18, U101-121, U202-218
W1-18, W101-123, W202-218
X1-16
Y1-16
Z5-8
所有樓座座位
AA, BB, CC, DD, EE, FF, GG, HH, JJ,
KK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