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組別團體報名表格 (5/10 公里) 
報名辦法： 

請於2017年10月31日或以前，將以下資料寄回粉嶺郵箱511號「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收。 

□ 填妥了的報名表格，如缺校印，報名恕不受理 

□ 劃線支票祈付「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或 North District Association for Spor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請於支票背後寫上學校/團體之名稱、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報名費：每位參賽學生為40元正 
 

賽事章程： 請參閱本賽事個人報名表格 (http://www.ndasc.org/Download/2017/entryform.pdf) 

特設獎項 : 凡以團體參與 2、5、10 公里項目，合共成功報名學生數目達 30-59 人可獲積極參與獎(銅獎)， 

 60-89 人可獲積極參與獎(銀獎)，90 人或以上將獲積極參與獎(金獎)-獎座將於賽事當日頒獎典禮時頒發 
 

學校名稱:  學生組別:  男甲/男乙/男丙/女甲/女乙/女丙  
每一組別的報名，請分開表格填寫。(表格可自行影印) 

活動負責人姓名 (中文):  (英文):   

郵寄地址:   

電郵: 日間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日期:  學校印鑑:   

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身份證號碼 
(首個字母及 

首 4 數字) 

出生日期 
(日/月/年) 

T 恤尺吋** 

(30 吋- 48 吋) 

賽程 

5 公里/10 公里 

比賽編號 
(由主辦機構 

填寫) 

1         

2         

3         

4         

5         

6         

7         

註:   每一組別的報名，請分開表格填寫。(表格可自行影印) 

 

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 (“本人”包括參賽學生及活動負責人) 
謹此聲明本人以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全部屬實，並完全明瞭上述活動的性質及體適能要求情況下報名參加，願意遵守有關活動規則；根據前

述事項，本人、本人之繼承人、本人之遺囑執行人及本人之管理人謹此豁免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及其他直接或間接與此活動有關人士/

工作人員/組織)對於本人因參加是項長跑比賽而由於任何原因，包括疏忽，所引致之疾病、傷亡、個人損失或經濟損失之任何法律責任，以

及放棄任何有關之權利、索償及追究行動。本人同時亦在此聲明本人身體狀況良好及有足夠訓練完成賽事，並授權舉辦者及其贊助機構使

用任何有關此項賽事之相片、錄影帶及賽事紀錄作任何合法用途。 
 

活動負責人姓名：    活動負責人簽署：  
備註 (1) 參賽者只可參與其中一項賽事 (2/5/10公里項目) 

 (2) **T恤尺吋或有相差，只供參考(胸闊-裌底落一寸度: 30吋/32吋/34吋/36吋/38吋/40吋/42吋/44吋/46吋/48吋)；大會並不保證能

提供參賽者所預訂的 T 恤尺吋，所選擇的尺吋將視乎存貨量而作出適當分配。 

 (3)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宣傳大會活動之用。有關你的個人資料，除大會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供予其

他人士。若要求更改或索取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第八屆(2017)北區豐盛人生健樂長跑比賽」秘書處聯絡。 

 (4) 如你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大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http://www.ndasc.org/Download/2017/entryform.pdf
charles
戳記



 

 

 

 

 

 

 

 
 

學生組別團體報名表格 (2 公里歡樂跑) 
報名辦法： 

請於2017年10月31日或以前，將以下資料寄回粉嶺郵箱511號「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收。 

□ 填妥了的報名表格，如缺校印，報名恕不受理 

□ 劃線支票祈付「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或 North District Association for Spor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請於支票背後寫上學校/團體之名稱、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報名費：每位參賽學生為40元正 
 

賽事章程： 請參閱本賽事個人報名表格 (http://www.ndasc.org/Download/2017/entryform.pdf) 

特設獎項 : 凡以團體參與 2、5、10 公里項目，合共成功報名學生數目達 30-59 人可獲積極參與獎(銅獎)， 

 60-89 人可獲積極參與獎(銀獎)，90 人或以上將獲積極參與獎(金獎)-獎座將於賽事當日頒獎典禮時頒發 

學校名稱:  學生組別:        2公里歡樂跑  

活動負責人姓名 (中文):  (英文):   

郵寄地址:   

電郵: 日間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日期:  學校印鑑:   

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身份證號碼 
(首個字母及 

首 4 數字) 

出生日期 
(日/月/年) 

T 恤尺吋** 

(30 吋- 48 吋) 

比賽編號 
(由主辦機構 

填寫) 

1        

2        

3        

4        

5        

6        

7        

(表格可自行影印) 

 

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 (“本人”包括參賽學生及活動負責人) 
謹此聲明本人以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全部屬實，並完全明瞭上述活動的性質及體適能要求情況下報名參加，願意遵守有關活動規則；根據前

述事項，本人、本人之繼承人、本人之遺囑執行人及本人之管理人謹此豁免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及其他直接或間接與此活動有關人士/

工作人員/組織)對於本人因參加是項長跑比賽而由於任何原因，包括疏忽，所引致之疾病、傷亡、個人損失或經濟損失之任何法律責任，以

及放棄任何有關之權利、索償及追究行動。本人同時亦在此聲明本人身體狀況良好及有足夠訓練完成賽事，並授權舉辦者及其贊助機構使

用任何有關此項賽事之相片、錄影帶及賽事紀錄作任何合法用途。 
 

活動負責人姓名：    活動負責人簽署：  
備註 (1) 參賽者只可參與其中一項賽事 (2/5/10公里項目) 

 (2) **T恤尺吋或有相差，只供參考(胸闊-裌底落一寸度: 30吋/32吋/34吋/36吋/38吋/40吋/42吋/44吋/46吋/48吋)；大會並不保證能

提供參賽者所預訂的 T 恤尺吋，所選擇的尺吋將視乎存貨量而作出適當分配。 

 (3)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宣傳大會活動之用。有關你的個人資料，除大會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供予其

他人士。若要求更改或索取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第八屆(2017)北區豐盛人生健樂長跑比賽」秘書處聯絡。 

 (4) 如你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大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http://www.ndasc.org/Download/2017/entryform.pdf
charles
戳記



 

 

 

 

 

 

 

 
 

地區團體及部門 10 公里邀請賽團體報名表格 
報名辦法： 

請於2017年10月24日或以前，將以下資料寄回粉嶺郵箱511號，「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收。 

□ 填妥了的報名表格 

□ 每位參加者的「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未滿十八歲之參加者需由監護人/家長簽署加簽) 

□ 劃線支票祈付「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或 North District Association for Spor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請於支票背後寫上部門/團體之名稱、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報名費：每隊500元，每隊最多可派六名 隊員出賽，男女隊員均可 

 

賽事章程： 請參閱本賽事個人報名表格 (http://www.ndasc.org/Download/2017/entryform.pdf) 
 

獎品： 1) 團體隊際獎 3 名，頒發冠、亞及季軍獎座乙個 

  2) 男子個人獎 5 名，各得獎杯乙個 

  3) 女子個人獎 5 名，各得獎杯乙個 

  獎項是根據大會正式時間 (鳴槍時間) 而決定頒發 

特設獎項 : 凡以團體成功報名參賽人數達 15 人或以上將獲積極參與獎 - 獎座將於賽事當日頒獎典禮時頒發 

 

團體賽計分方法： 

每隊必須有三名運動員完成賽事方可計算團體賽成績，方法為首三名運動員的時間總和，以最短時間者勝出，時間

相同則以第三名隊員名次較佳者勝出，如此類推。(隊伍中的個人成績可同時角逐男/女子個人獎項) 
 

機構名稱:   

負責人姓名 (中文): (英文):   

郵寄地址:   

電郵: 日間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日期:  機構印鑑:   

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身份證號碼 
(首個字母及 

首 4 數字) 

出生日期 
(日/月/年) 

T 恤尺吋** 

(30 吋- 48 吋) 

比賽編號 
(由主辦機構 

填寫) 

1        

2        

3        

4        

5        

6        

註:   如派出兩隊或以上參加比賽，請分開表格填寫 (表格可自行影印) 

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宣傳大會活動之用。有關你的個人資料，除大會授權外，將不會提供予其他人

士。若要求更改或索取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大會職員聯絡。 

(2) 如你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大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3) 參賽者只可參與其中一個賽事 (個人 / 邀請賽) 

(4) **T恤尺吋或有相差，只供參考(胸闊-裌底落一寸度: 30吋/32吋/34吋/36吋/38吋/40吋/42吋/44吋/46吋/48吋)；大會並不保證

能提供參賽者所預訂的 T 恤尺吋，所選擇的尺吋將視乎存貨量而作出適當分配。 

http://www.ndasc.org/Download/2017/entryform.pdf
charles
戳記



地區團體及部門 10 公里邀請賽 

 

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   每位參加者均須交回以下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謹此聲明本人以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全部屬實，並完全明瞭上述活動的性質及體適能要求情況下報名參加，願意遵守有關活動規

則；根據前述事項，本人、本人之繼承人、本人之遺囑執行人及本人之管理人謹此豁免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及其他直接或

間接與此活動有關人士/工作人員/組織)對於本人因參加是項長跑比賽而由於任何原因，包括疏忽，所引致之疾病、傷亡、 個人

損失或經濟損失之任何法律責任，以及放棄任何有關之權利、索償及追究行動。本人同時亦在此聲明本人身體狀況良好及有足

夠訓練完成賽事，並授權舉辦者及其贊助機構使用任何有關此項賽事之相片、錄影帶及賽事紀錄作任何合法用途。 
 

監護人/  監護人/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如未滿 18 歲者)：   關係：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關係：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簽署：  日期：  
 

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宣傳大會活動之用。有關你的個人資料，除大會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

供予其他人士。若要求更改或索取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第八屆(2017)北區豐盛人生健樂長跑比賽」秘書處聯絡。 

 (2) 如你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大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地區團體及部門 10 公里邀請賽 

 

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   每位參加者均須交回以下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謹此聲明本人以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全部屬實，並完全明瞭上述活動的性質及體適能要求情況下報名參加，願意遵守有關活動規

則；根據前述事項，本人、本人之繼承人、本人之遺囑執行人及本人之管理人謹此豁免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及其他直接或

間接與此活動有關人士/工作人員/組織)對於本人因參加是項長跑比賽而由於任何原因，包括疏忽，所引致之疾病、傷亡、 個人

損失或經濟損失之任何法律責任，以及放棄任何有關之權利、索償及追究行動。本人同時亦在此聲明本人身體狀況良好及有足

夠訓練完成賽事，並授權舉辦者及其贊助機構使用任何有關此項賽事之相片、錄影帶及賽事紀錄作任何合法用途。 
 

監護人/  監護人/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如未滿 18 歲者)：   關係：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關係：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簽署：  日期：  
 

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宣傳大會活動之用。有關你的個人資料，除大會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

供予其他人士。若要求更改或索取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第八屆(2017)北區豐盛人生健樂長跑比賽」秘書處聯絡。 

 (2) 如你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大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地區團體及部門 10 公里邀請賽 

 

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   每位參加者均須交回以下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謹此聲明本人以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全部屬實，並完全明瞭上述活動的性質及體適能要求情況下報名參加，願意遵守有關活動規

則；根據前述事項，本人、本人之繼承人、本人之遺囑執行人及本人之管理人謹此豁免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及其他直接或

間接與此活動有關人士/工作人員/組織)對於本人因參加是項長跑比賽而由於任何原因，包括疏忽，所引致之疾病、傷亡、 個人

損失或經濟損失之任何法律責任，以及放棄任何有關之權利、索償及追究行動。本人同時亦在此聲明本人身體狀況良好及有足

夠訓練完成賽事，並授權舉辦者及其贊助機構使用任何有關此項賽事之相片、錄影帶及賽事紀錄作任何合法用途。 
 

監護人/  監護人/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如未滿 18 歲者)：   關係：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關係：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簽署：  日期：  
 

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宣傳大會活動之用。有關你的個人資料，除大會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

供予其他人士。若要求更改或索取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第八屆(2017)北區豐盛人生健樂長跑比賽」秘書處聯絡。 

 (2) 如你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大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視障組 10 公里邀請賽報名表格 
 

報名辦法：  

請於2017年10月24日或以前，將以下資料寄回粉嶺郵箱511號，「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收。 

□ 填妥了的報名表格 

□ 每位參加者的「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未滿十八歲之參加者需由監護人/家長簽署加簽) 

□ 劃線支票祈付「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或 North District Association for Spor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請於支票背後寫上部門/團體之名稱、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報名費：每位參賽跑手為90元正 (每名跑手限配領跑員1人，該領跑員不計成績，亦不須繳報名費) 
 

 

賽事章程： 請參閱本賽事個人報名表格 (http://www.ndasc.org/Download/2017/entryform.pdf) 

 
獎品： 1) 男子個人獎 5 名，各得獎杯乙個 

 2) 女子個人獎 5 名，各得獎杯乙個 

 獎項是根據大會正式時間 (鳴槍時間) 而決定頒發 
 

特設獎項 : 凡以團體成功報名參賽人數達 15 人或以上將獲積極參與獎 - 獎座將於賽事當日頒獎典禮時頒發 

 

聯絡人姓名 (中文): (英文):   

郵寄地址:   

電郵: 日間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日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身份證號碼 
(首個字母及 

首 4 數字) 

出生日期 
(日/月/年) 

T 恤尺吋** 

(30 吋- 48 吋) 

比賽編號 
(由主辦機構 

填寫) 

跑手        

領跑員        

  

 

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宣傳大會活動之用。有關你的個人資料，除大會授權外，將

不會提供予其他人士。若要求更改或索取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大會職員聯絡。 

(2) 如你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大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3) 參賽者只可參與其中一個賽事 (個人 / 邀請賽) 

(4) **T恤尺吋或有相差，只供參考(胸闊-裌底落一寸度: 30吋/32吋/34吋/36吋/38吋/40吋/42吋/44吋/46吋

/48吋)；大會並不保證能提供參賽者所預訂的 T 恤尺吋，所選擇的尺吋將視乎存貨量而作出適當分配。 

http://www.ndasc.org/Download/2017/entryform.pdf
charles
戳記



 

 

視障組10公里邀請賽 

 

 

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  每位參加者(包括跑手及領跑員) 均須交回以下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謹此聲明本人以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全部屬實，並完全明瞭上述活動的性質及體適能要求情況下報名參加，願意遵守有關活動規

則；根據前述事項，本人、本人之繼承人、本人之遺囑執行人及本人之管理人謹此豁免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及其他直接或

間接與此活動有關人士/工作人員/組織)對於本人因參加是項長跑比賽而由於任何原因，包括疏忽，所引致之疾病、傷亡、 個人

損失或經濟損失之任何法律責任，以及放棄任何有關之權利、索償及追究行動。本人同時亦在此聲明本人身體狀況良好及有足

夠訓練完成賽事，並授權舉辦者及其贊助機構使用任何有關此項賽事之相片、錄影帶及賽事紀錄作任何合法用途。 

 

 
 

監護人/  監護人/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如未滿 18 歲者)：   關係：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關係：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簽署：  日期：  
 

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宣傳大會活動之用。有關你的個人資料，除大會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

供予其他人士。若要求更改或索取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第八屆(2017)北區豐盛人生健樂長跑比賽」秘書處聯絡。 

 (2) 如你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大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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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你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大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