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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 

第45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8) 
45週年紀念賽隊伍報名表格  

 

參賽隊伍名稱：吐露港超人隊   

代表姓名：  陳大文  

代表通訊地址：香港吐露港大街  

代表通訊電話：  3xxxxxxx                      電郵地址：xxx@gmail.com  

 

本人 將會  / 不會  出席領隊會議。 

 

隊員 姓名 性別 

單人有舵 陳大文 男 

單人無舵        陳小文 男 

雙人（1）     愛美麗 女 

雙人（2）     愛美美 女 

注意：1) 每名隊員均須填寫45週年紀念賽個人報名表（Form C1），並一同提交。  

      2) 此賽事的成績不會被納入團體總得分  

 

報名費用： 每隊港幣 $160  

現附上以下銀行支票作爲報名費之用，本人明白除大會特別安排外，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付款銀行名稱   TAI YANG BANK *支票 #  000000 

*所有支票，抬頭請寫上 “OB(A)A Ltd”    

 

 

 

代表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陳大文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 

 

附註 : 

(1)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賽事之報名、日後聯絡、意見調查及郵寄宣傳活動資料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查

詢或更改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賽事籌委會聯絡。 

(2) 建議參賽者另外購買保險。  

(3) 請連同各賽員個人報名表一併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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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1 

第45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8) 
45週年紀念賽個人報名表格 

 

 

姓名：___陳大文 ________ (中文) ___CHAN TAI MAN___________(英文) 性別：_____男＿＿__ 

 

出生日期：____1-1-1995____________  參賽隊名 : _____吐露港超人隊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香港吐露港大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日)_______________(夜) 電郵地址 : ___xxx@gmail.com_______________ 

 

如為殘疾人士需要協助者，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遇意外請通知下列人仕(姓名)：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隊中參加項目：（只能選擇一項 R） 

 

     單人有舵艇    R  

     單人無舵艇    *  

     雙人艇       *  

(另一隊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 

 

 

 

 

獨木舟資格： 

 

證書編號及年份 

競賽員證書(K) 初級 中級 高級/其他 
   000000     

 

 

本人 將會 / 不會 出席領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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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1 

聲明：(18歲或以上參加者填寫) 

 

本人 _____陳大文__________________(姓名)，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主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示

作賽，並清楚了解是次賽事之危險性，·並明確接受一切可能因賽事而引致之後果及責任。本人授權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有

限公司索取有關本人參加是項比賽所需的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我健康良好，沒有已知或

懷疑的疾病，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之三星證書/初級證書或以上程度之證書或大會認可之獨木舟

技術資格，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本人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而引致於參加是項活動時傷

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合法監護人同意聲明：(18歲或以下參加者適用)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 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的家長/監護人，現同意他／她參加上述比賽。本人及

他／她均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依從主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示作賽，亦同意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同學會索取有關他/她參加是項比賽的所需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他／她健康良好，沒有已知

或懷疑的疾病，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之三星證書/初級證書或以上程度之證書或大會認可之獨木

舟技術資格，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他／她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

時傷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家長/合法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備註： (1)    填妥此表格前請細閱比賽規則及安全指引。 

(2) 本會建議賽員為是項賽事另外購買所需保險。 

(3) 如有需要,大會有權要求任何賽員出示健康證明及賽事意外保險證明。 

(4) 請將填妥之報名表格寄交『香港郵政總局信箱2171號 – 香港外展練學校同學會』，信封面請註明「吐

露港獨木舟大賽」，並確保附上以下各項，否則大會有權拒絕接受報名。 

 

n 由香港獨木舟總會簽發之獨木舟證書副本，或其他大會認可簽發機構發出的獨木舟技術證書副本； 

n 已簽署的聲明； 

n 未滿十八歲參賽由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簽署的同意聲明； 

n 劃線支票抬頭寫上“OB(A)A Ltd”，期票一概不予接受。除主辦機構取消賽事外，所有參加者一經被

接，其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n 貼上郵票之回郵信封 (如需收據)。 

注意：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賽事之報名、日後聯絡、意見調查及郵寄宣傳活動資料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查詢或更改你申報的個人

資料，可與賽事籌委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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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1 

第45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8) 
45週年紀念賽個人報名表格 

 

 

姓名：___陳小文 ________ (中文) ___CHAN SIU MAN___________(英文) 性別：_____男＿＿__ 

 

出生日期：____1-2-1997____________  參賽隊名 : _____吐露港超人隊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香港吐露港大街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1111xxxx____(日)_______________(夜) 電郵地址 : ___xxx1@gmail.com______________ 

 

如為殘疾人士需要協助者，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遇意外請通知下列人仕(姓名)：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隊中參加項目：（只能選擇一項 R） 

 

     單人有舵艇    *  

     單人無舵艇    R  

     雙人艇       *  

(另一隊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 

 

 

 

 

獨木舟資格： 

 

證書編號及年份 

競賽員證書(K) 初級 中級 高級/其他 
   000000x     

 

 

本人 將會 / 不會 出席領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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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1 

聲明：(18歲或以上參加者填寫) 

 

本人 _____陳小文__________________(姓名)，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主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示

作賽，並清楚了解是次賽事之危險性，·並明確接受一切可能因賽事而引致之後果及責任。本人授權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有

限公司索取有關本人參加是項比賽所需的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我健康良好，沒有已知或

懷疑的疾病，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之三星證書/初級證書或以上程度之證書或大會認可之獨木舟

技術資格，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本人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而引致於參加是項活動時傷

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合法監護人同意聲明：(18歲或以下參加者適用)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 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的家長/監護人，現同意他／她參加上述比賽。本人及

他／她均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依從主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示作賽，亦同意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同學會索取有關他/她參加是項比賽的所需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他／她健康良好，沒有已知

或懷疑的疾病，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之三星證書/初級證書或以上程度之證書或大會認可之獨木

舟技術資格，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他／她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

時傷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家長/合法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備註： (1)    填妥此表格前請細閱比賽規則及安全指引。 

(2) 本會建議賽員為是項賽事另外購買所需保險。 

(3) 如有需要,大會有權要求任何賽員出示健康證明及賽事意外保險證明。 

(4) 請將填妥之報名表格寄交『香港郵政總局信箱2171號 – 香港外展練學校同學會』，信封面請註明「吐

露港獨木舟大賽」，並確保附上以下各項，否則大會有權拒絕接受報名。 

 

n 由香港獨木舟總會簽發之獨木舟證書副本，或其他大會認可簽發機構發出的獨木舟技術證書副本； 

n 已簽署的聲明； 

n 未滿十八歲參賽由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簽署的同意聲明； 

n 劃線支票抬頭寫上“OB(A)A Ltd”，期票一概不予接受。除主辦機構取消賽事外，所有參加者一經被

接，其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n 貼上郵票之回郵信封 (如需收據)。 

注意：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賽事之報名、日後聯絡、意見調查及郵寄宣傳活動資料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查詢或更改你申報的個人

資料，可與賽事籌委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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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1 

第45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8) 
45週年紀念賽個人報名表格 

 

 

姓名：___愛美麗 ________ (中文) __OI MEI LAI____________(英文) 性別：_____女＿＿__ 

 

出生日期：____1-3-1997____________  參賽隊名 : _____吐露港超人隊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香港吐露港大街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2222xxxx____(日)_______________(夜) 電郵地址 : ___xxx2@gmail.com_______________ 

 

如為殘疾人士需要協助者，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遇意外請通知下列人仕(姓名)：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隊中參加項目：（只能選擇一項 R） 

 

     單人有舵艇    *  

     單人無舵艇    *  

     雙人艇       R  

(另一隊員姓名 __愛美美________________ ) 

 

 

 

 

獨木舟資格： 

 

證書編號及年份 

競賽員證書(K) 初級 中級 高級/其他 
   0000xx     

 

 

本人 將會 / 不會 出席領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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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1 

聲明：(18歲或以上參加者填寫) 

 

本人 _____愛美麗 __________________(姓名)，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主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

示作賽，並清楚了解是次賽事之危險性，·並明確接受一切可能因賽事而引致之後果及責任。本人授權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有限公司索取有關本人參加是項比賽所需的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我健康良好，沒有已知

或懷疑的疾病，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之三星證書/初級證書或以上程度之證書或大會認可之獨木

舟技術資格，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本人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而引致於參加是項活動時傷

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合法監護人同意聲明：(18歲或以下參加者適用)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 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的家長/監護人，現同意他／她參加上述比賽。本人及

他／她均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依從主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示作賽，亦同意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同學會索取有關他/她參加是項比賽的所需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他／她健康良好，沒有已知

或懷疑的疾病，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之三星證書/初級證書或以上程度之證書或大會認可之獨木

舟技術資格，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他／她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

時傷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家長/合法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備註： (1)    填妥此表格前請細閱比賽規則及安全指引。 

(2) 本會建議賽員為是項賽事另外購買所需保險。 

(3) 如有需要,大會有權要求任何賽員出示健康證明及賽事意外保險證明。 

(4) 請將填妥之報名表格寄交『香港郵政總局信箱2171號 – 香港外展練學校同學會』，信封面請註明「吐

露港獨木舟大賽」，並確保附上以下各項，否則大會有權拒絕接受報名。 

 

n 由香港獨木舟總會簽發之獨木舟證書副本，或其他大會認可簽發機構發出的獨木舟技術證書副本； 

n 已簽署的聲明； 

n 未滿十八歲參賽由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簽署的同意聲明； 

n 劃線支票抬頭寫上“OB(A)A Ltd”，期票一概不予接受。除主辦機構取消賽事外，所有參加者一經被

接，其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n 貼上郵票之回郵信封 (如需收據)。 

注意：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賽事之報名、日後聯絡、意見調查及郵寄宣傳活動資料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查詢或更改你申報的個人

資料，可與賽事籌委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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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1 

第45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8) 
45週年紀念賽個人報名表格 

 

 

姓名：___愛美美________ (中文) __OI MEI MEI____________(英文) 性別：_____女＿＿__ 

 

出生日期：____1-3-1997____________  參賽隊名 : _____吐露港超人隊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香港吐露港大街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3333xxxx____(日)_______________(夜) 電郵地址 : ___xxx3@gmail.com_______________ 

 

如為殘疾人士需要協助者，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遇意外請通知下列人仕(姓名)：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隊中參加項目：（只能選擇一項 R） 

 

     單人有舵艇    *  

     單人無舵艇    *  

     雙人艇       R  

(另一隊員姓名 _____愛美麗 _____________ ) 

 

 

 

 

獨木舟資格： 

 

證書編號及年份 

競賽員證書(K) 初級 中級 高級/其他 
   000xxx     

 

 

本人 將會 / 不會 出席領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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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1 

聲明：(18歲或以上參加者填寫) 

 

本人 _____愛美美__________________(姓名)，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主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示

作賽，並清楚了解是次賽事之危險性，·並明確接受一切可能因賽事而引致之後果及責任。本人授權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有

限公司索取有關本人參加是項比賽所需的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我健康良好，沒有已知或

懷疑的疾病，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之三星證書/初級證書或以上程度之證書或大會認可之獨木舟

技術資格，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本人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而引致於參加是項活動時傷

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合法監護人同意聲明：(18歲或以下參加者適用)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 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的家長/監護人，現同意他／她參加上述比賽。本人及

他／她均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依從主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示作賽，亦同意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同學會索取有關他/她參加是項比賽的所需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他／她健康良好，沒有已知

或懷疑的疾病，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之三星證書/初級證書或以上程度之證書或大會認可之獨木

舟技術資格，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他／她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

時傷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家長/合法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備註： (1)    填妥此表格前請細閱比賽規則及安全指引。 

(2) 本會建議賽員為是項賽事另外購買所需保險。 

(3) 如有需要,大會有權要求任何賽員出示健康證明及賽事意外保險證明。 

(4) 請將填妥之報名表格寄交『香港郵政總局信箱2171號 – 香港外展練學校同學會』，信封面請註明「吐

露港獨木舟大賽」，並確保附上以下各項，否則大會有權拒絕接受報名。 

 

n 由香港獨木舟總會簽發之獨木舟證書副本，或其他大會認可簽發機構發出的獨木舟技術證書副本； 

n 已簽署的聲明； 

n 未滿十八歲參賽由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簽署的同意聲明； 

n 劃線支票抬頭寫上“OB(A)A Ltd”，期票一概不予接受。除主辦機構取消賽事外，所有參加者一經被

接，其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n 貼上郵票之回郵信封 (如需收據)。 

注意：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賽事之報名、日後聯絡、意見調查及郵寄宣傳活動資料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查詢或更改你申報的個人

資料，可與賽事籌委會聯絡。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