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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仁愛堂仁愛堂仁愛堂．．．．OPPO 慈善高爾夫球賽慈善高爾夫球賽慈善高爾夫球賽慈善高爾夫球賽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組隊參加表格組隊參加表格組隊參加表格組隊參加表格 
[敬請於 2011年 9月 23日(星期五)前傳真至本堂對外事務部] 

 

查詢電話：2655 7713 (對外事務部：Erica Or)  傳真：2655 7790 
 

請於適當空格加「✓」  
 

參賽隊名參賽隊名參賽隊名參賽隊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資料參加者資料參加者資料參加者資料 第一位參加者第一位參加者第一位參加者第一位參加者 隊員姓名隊員姓名隊員姓名隊員姓名: (請填寫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手提電話手提電話手提電話: (於安排交通時使用)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購買保險之用) 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晚晚晚晚宴宴宴宴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    不不不不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觀賞觀賞觀賞觀賞「「「「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10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    不不不不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 (*可選擇多於一項) □□□□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    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 □□□□    往往往往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 

□□□□    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  上午 8時 30分出發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上午 9時正出發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專車於晚上 9時正由球會開出 

      □□□□    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10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 

□□□□    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  上午 6時正出發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上午 6時 30分出發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專車於中午 12時正由球會開出 □□□□    留宿留宿留宿留宿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   住宿日期住宿日期住宿日期住宿日期﹕﹕﹕﹕ 

    □□□□    10月 13日 (四) 

    □□□□    10月 14日 (五)   □□□□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680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 □□□□ 長安蓮花山莊酒店 (距離球會約 5 分鐘車程) □□□□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680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956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 東莞柏寧酒店     (距離球會約 10 分鐘車程) □□□□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956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位參加者位參加者位參加者位參加者 隊員姓名隊員姓名隊員姓名隊員姓名: (請填寫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手提電話手提電話手提電話: (於安排交通時使用)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購買保險之用) 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晚晚晚晚宴宴宴宴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    不不不不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觀賞觀賞觀賞觀賞「「「「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10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    不不不不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 (*可選擇多於一項) □□□□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    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 □□□□    往往往往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 

□□□□    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  上午 8時 30分出發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上午 9時正出發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專車於晚上 9時正由球會開出 

      □□□□    往往往往中環中環中環中環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10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 

□□□□    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  上午 6時正出發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上午 6時 30分出發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專車於中午 12時正由球會開出 □□□□    留宿留宿留宿留宿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   住宿日期住宿日期住宿日期住宿日期﹕﹕﹕﹕ 

    □□□□    10月 13日 (四) 

    □□□□    10月 14日 (五)   □□□□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680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 □□□□ 長安蓮花山莊酒店 (距離球會約 5 分鐘車程) □□□□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680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956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 東莞柏寧酒店     (距離球會約 10 分鐘車程) □□□□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956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附件三 



 

                        仁愛堂．Oppo慈善高爾夫球賽 (10月 14日)    組隊參加表格         頁 2 共 2頁 

仁愛堂仁愛堂仁愛堂仁愛堂．．．．OPPO 慈善高爾夫球賽慈善高爾夫球賽慈善高爾夫球賽慈善高爾夫球賽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組隊參加表格組隊參加表格組隊參加表格組隊參加表格 (續上頁續上頁續上頁續上頁) 

[敬請於 2011年 9月 16日(星期五)前傳真至本堂對外事務部] 

 

參加者資料參加者資料參加者資料參加者資料 ( ( ( (續續續續))))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位參加者位參加者位參加者位參加者 隊員姓名隊員姓名隊員姓名隊員姓名: (請填寫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手提電話手提電話手提電話: (於安排交通時使用)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購買保險之用) 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晚晚晚晚宴宴宴宴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    不不不不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觀賞觀賞觀賞觀賞「「「「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10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    不不不不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 (*可選擇多於一項) □□□□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    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 □□□□    往往往往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 

□□□□    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  上午 8時 30分出發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上午 9時正出發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專車於晚上 9時正由球會開出 

      □□□□    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10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 

□□□□    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  上午 6時正出發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上午 6時 30分出發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專車於中午 12時正由球會開出 □□□□    留宿留宿留宿留宿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   住宿日期住宿日期住宿日期住宿日期﹕﹕﹕﹕ 

    □□□□    10月 13日 (四) 

    □□□□    10月 14日 (五)   □□□□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680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 □□□□ 長安蓮花山莊酒店 (距離球會約 5 分鐘車程) □□□□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680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956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 東莞柏寧酒店     (距離球會約 10 分鐘車程) □□□□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956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位參加者位參加者位參加者位參加者 隊員姓名隊員姓名隊員姓名隊員姓名: (請填寫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_____________ 手提手提手提手提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於安排交通時使用)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身份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購買保險之用) 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頒獎典禮暨晚晚晚晚宴宴宴宴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    不不不不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觀賞觀賞觀賞觀賞「「「「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10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    不不不不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 (*可選擇多於一項) □□□□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    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 □□□□    往往往往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 
10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 

□□□□    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  上午 8時 30分出發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上午 9時正出發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專車於晚上 9時正由球會開出 

      □□□□    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往中環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10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 

□□□□    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由中環  上午 6時正出發 

□□□□    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由九龍塘  上午 6時 30分出發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專車於中午 12時正由球會開出 □□□□    留宿留宿留宿留宿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   住宿日期住宿日期住宿日期住宿日期﹕﹕﹕﹕ 

    □□□□    10月 13日 (四) 

    □□□□    10月 14日 (五)   □□□□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680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酒店及房間類型﹕﹕﹕﹕ □□□□ 長安蓮花山莊酒店 (距離球會約 5 分鐘車程) □□□□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680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956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 東莞柏寧酒店     (距離球會約 10 分鐘車程) □□□□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956 一晚一晚一晚一晚) 備註﹕# 因中國東莞長安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住宿房間有限，未能安排各參加者入住。 本堂可為參賽隊伍安排 10月 13及 14日之酒店住宿，以便參賽者到比賽場地練習或於 10月 15日上午觀賞瑞安中國高爾夫挑戰賽。惟本堂只提供代訂服務，留宿的參賽者請於離開酒店前自行付賬。 由於安排需時，參賽者必須於比賽前一星期通知本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