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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有教無疆泰北行 
路線                                                           參加者編號：              (由大會填寫) 

路線編號 活動日期 
(年.月.日) 

截止報名 
(年.月.日) 

*旅費 
(港幣$) 

基本籌款額 
(港幣$) 

基本捐款 
提交日期 

單人房 
附加費 

 □ 6 天助學之旅  2019.2.8-13 2018.12.31 $6,598 $5,000 2018.1.10  □ $350 
*如所選之路線參加者不足 30 人，則可能取消。 
*旅費已包括食宿、交通及稅項。但如因匯率、或生活消費物價變動，本會保留向參加者加收差額的權利。 
 
參加者個人資料   
本會日後將會在有需要時繼續透過 閣下提供的聯絡方法，發出收據給閣下、提供活動資訊、募捐資料及呼籲支持本會

工作。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並會嚴格遵照法律規定處理。如欲查閱你的個人資料，請與苗圃行動個人資料主任聯絡。  
□本人同意上述安排  

中文姓名  謢照英文姓名           

性別  身份證英文姓名 如與護照不同 

出生日期 (年.月.日) 身份證號碼  

國籍  職業  

護照號碼  有效期至 (年.月.日) 

住宅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緊急事故聯絡人資料 (必須填寫) 

姓名 先生/女士  關係  

聯絡電話  電郵  

 
其他選擇  
曾經參加苗圃行動、或其他慈善團體舉辦的公益活動，請註明活動名稱及年份 

欲安排右列參加者同組 姓名*** 參加者編號 (由大會填寫) 

欲同房之參加者 (如有需要) 姓名 參加者編號 (由大會填寫) 

會員可獲優惠港幣 100 元  會員編號 素食者  □ 是           □ 否 
***分組情況：步行者將分為約 10 人一組。如參加者希望與親友同組，請填寫安排同組名單；惟大會保留分配組別及房間的最後決定權。  

 
本人願意分擔旅程後勤支援工作 (可選擇  多於一項)  
□組長             □保安             □醫療             □攝影             □總務             □資訊 

隊服  
大會將提供步行風褸和 T 恤隊服，請選擇尺碼，尺碼僅供參考，大會將盡量按所填報的尺碼送贈，但如在缺碼的情況下，

敬請接受大會安排。 
請選擇填上  號 □ □ □ □ □ 

尺碼 XS S M L XL 

上圍 (T 恤) 35 吋 38 吋 41 吋 44 吋 48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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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連同以下文件 (1) – (3) 一起遞交 
郵寄：九龍旺角廣東道 1155 號日昇廣場 1 樓 101 室  
電郵：enquiry@sowers.org.hk 或 傳真至 2597 4731(只適用於銀行入數)  

提交文件 
1 a) 支票 - 支票抬頭：苗圃行動 
 支票銀行名稱：                                支票號碼：                                   
或 b) 銀行入數紙副本 - 現金存款：中國銀行（香港）012-875-1144-6772 (帳戶：苗圃行動) 
 銀行入數紙參考編號：                        參加者姓名：                                 
2 身份證影印本，需顯示照片及姓名 (並在影印本上劃線註明「只供有教無疆泰北行 2019 使用)。 
3 護照影印本，需顯示照片、姓名及屆滿日期(並在影印本上劃線註明「只供有教無疆泰北行 2019 使用」)。 

 
參加者簽署聲明 (凡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必須由監護人簽名同意) 
1 本人已清楚明白有關資料，包括本活動的《健康聲明》、《報名須知》、《一般條款》及《私隱條例》，並同意參與及遵

守「苗圃行動」(主辦機構) 及本活動所有有關之守則和主辦機構之臨時安排。 
2 本人謹此聲明並作出保證，本人倘於活動期間發生意外，包括死亡、受傷或財物損失，本人將自行承擔一切責任。主

辦機構、贊助機構及支援機構毋須對此作出任何賠償或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3 若本人在活動進行期間，因自願或任何原因未能於主辦機構指定時間內到達指定地點，本人將自行負責和安排離開會

場。若本人在活動期間發生事故而導致主辦機構支付額外開支，本人願意支付所需費用。 
4 本人謹此一同聲明並作出保證：所有直接或間接從參與本活動所得捐款，將悉數捐予「苗圃行動」，作為改善貧困地

區教育用途，亦保證不得以本活動作為其他機構的捐款用途。  
5 苗圃有教無疆泰北行 2019 是一項慈善助學步行活動，活動舉行期間本會將籌辦各項宣傳籌款活動，以推廣助學訊息。

本人理解本活動的意義，和同意有義務出席本會籌辦的宣傳籌款儀式或活動。 
6 主辦機構將在活動進行期間 (包括簡介會、活動當天，籌款頒獎禮及其他相關活動) 進行拍攝、錄音及錄像工作，所

得的照片、影片、錄影帶、錄音帶或各類影音製品，在毋須咨詢任何人或取得任何人批准，亦毋須就此向任何人支付

任何款項而使用該等影音製品作為推廣苗圃行動及其宣傳籌款活動用途。 
 
註： 
1 所有活動參加者都必須簽署此文件。 
2 活動期包括正式活動前後，任何有關之活動，但不限於簡介會、最後召集、訓練、頒獎禮和慶功宴。 
3 此文件以中文版本為準，主辦機構有全部解釋權，並會不時更新。 

 
 

參加者簽名： 

參加者姓名： 

(未滿18歲人士適用)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日期： 

健康聲明  請在合適的方格填上  號 [選擇甲部或乙部] 

參加者健康狀況 心臟病          □有      □否 嚴重高血壓           □有         □否 

如屬傷健人士，請註明  陪同者姓名 

「苗圃有教無疆泰北行 2019」旅程每天會進行持久的步行。由於對持久步行反應因人而異，務請各準參加者了解自己

適應能力。如有心臟病患或嚴重高血壓者請咨詢家庭醫生你是否適宜參加此活動。 

甲部 □ 本人健康狀况良好，亦明白此活動需於每天行程中進行持久的步行活動，並有可能在馬路肩旁進行步行活動。

若旅途中有不適應及健康欠佳等問題，一切責任均與苗圃行動、合辦、贊助及支援等機構無關。若有疏忽聲明

實際健康狀况，本人同意承擔全責。 

乙部 □ 本人雖有上述心臟病或高血壓狀况，亦明白此活動需於每天行程中進行持久的步行活動，並有可能在馬路肩旁

進行步行活動。但已咨詢醫生意見適宜參加此活動，若旅途中有不適應及健康欠佳等問題，一切責任均與苗圃

行動、合辦、贊助及支援等機構無關。若有疏忽聲明實際健康狀况，本人同意承擔全責。 

本人                   聲明以上填報資料均真確無訛，

並為事實之全部。本人盡我所知提供正確的病歷料。 

 

簽名：                      日期：  

 

苗圃有教無疆泰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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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有教無疆泰北行 

贊助表格 

參加者編號： 參加者姓名： 電話： 

 
請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前提交贊助名單，如未能於左列日期提交贊助名單，本會將以：「贊助 XXX 參與苗

圃有教無疆泰北行 2019」發出正式收據。 
為免收據資料出錯，表格必須以 正楷 書寫（如收據用作扣稅，贊助人姓名須與稅單上繳稅人姓名相同）。  

 

贊助人姓名 贊助金額 本會專用欄  贊助人姓名 贊助金額 本會專用欄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小計 ：    小計：   

贊助總額： HK$ 

1. 
額外贊助表格及善款須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或之前交回苗圃行動，作為計算所得贊助總額以確定籌款比賽得

奨者之用。 
2. 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者，本會將會發出收據，捐款人可憑「苗圃行動」收據申請扣稅。 

3. 為節省本會運作支出，未滿港幣 100 元之捐款，恕不發出收據。 

4. 凡需要本會補發收據或額外發出捐款證明信，需繳付手續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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