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20/2021 No.006a
敬啟者：
有關「出席第十四屆畢業典禮暨傳光禮」事宜
謹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廿六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於本校禮堂舉行「第十四
屆畢業典禮暨傳光禮」
。為使頒獎、授憑儀式及傳光禮順利進行，請全體中六級畢
業生於典禮當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出席典禮綵排，不設午膳時間，請畢業生進
行午膳後才回校；而獲獎同學，請於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出席領獎綵排。

特此，務請各位畢業生穿著整齊夏季校服(或穿著白裇衫配黑色/深藍色/深灰
色西褲/裙)出席畢業典禮，若服飾儀容或髮式方面，未能符合校規之要求，同學將
不允許參與畢業典禮。

最後請各同學於當天將智能學生證帶回校，以便班主任回收，敬希垂注。若欲
查詢，請致電本校 2109 4000 與葉俊傑副校長聯絡。耑此奉達。

此致
各 2019/2020 中六級畢業同學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羅偉文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各位中六級家長：
誠邀出席畢業典禮
本校謹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三時正在本校禮堂舉行 2019/2020 年度第
十四屆畢業典禮暨傳光禮，誠邀 鈞座撥冗蒞臨。
有關典禮之細節安排，隨函奉上邀請函以供參考。如蒙光臨，敬請於九月十八日前填妥回函傳
真至 2109 4066 或電郵至 ewun@llcew.edu.hk，亦可透過網上表格
( https://forms.gle/WhmkPoesWoXBxukN7 ) 或致電本校作出回覆。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109 4000
聯絡校務處李先生(Michael)或劉小姐(Sonia)。有勞之處，謹此致謝。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羅偉文 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第十四屆畢業典禮暨傳光禮」
 回條 
本人  將會出席／  未克出席
「第十四屆畢業典禮暨傳光禮」。

貴校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舉行之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網上表格

家長出席人數：_____________位 (受疫情影響，最多兩位。)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五)前賜覆。(家長可透過網上表格、致電或傳真回條作出回覆)

畢業典禮當日若因天氣惡劣，天文台於中午十二時仍然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
信號，畢業典禮將順延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時正舉行。
電話號碼：2109 4000

傳真號碼：2109 4066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本校校務處李先生(Michael)或劉小姐(Sonia)洽。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 7 時 45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Circular 2020/2021 No.006a
10th September, 2020
Dear Parents/ Guardians,
Invitation to the 14th Graduation Ceremony cum Candle-light Passing Ceremony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the 14th Graduation Ceremony cum Candle-light Passing
Ceremony will be held on 26th September, 2020. Your presence is requested for such a
meaningful occasion. The details of the function are as follows:
Time
3:00 p.m.
Venue

School Hall

Remarks

1. All graduates should be dressed in formal summer uniform (or white
shirt with black/dark blue/dark grey long pants / dress).
2. Late comers and improperly dressed graduates will not be permitted
to attend the ceremony in the school hall.

All graduates are required to attend the rehearsal before the ceremony. The details of the
rehearsal are as follows:
Prize-winning graduates
Other graduates
Time

10:45 a.m.

12:45 p.m.
(No lunch break, please finish the lunch
before coming back to school.)

Venue

School Hall

Remark

All graduates should bring along with their student ID cards and submit
them to their class teachers.

Should you have any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r. Ip June Kit Keith, the Vice Principal,
at 2109 4000.
Yours faithfully,

___________________
Mr. Law Wai Man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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