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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社區參與計劃    元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鳴謝贊助：  田栢沂女士 梁明堅先生 馮健忠先生 黃多年先生 黃就添先生 郭浩男先生 朱惠芳女士 文炳權先生 

                              

           元朗區青年節 2022 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 青年黃昏定向 報名表            (少年組)                                                 

參賽隊伍資料  (請以正楷填寫，報名一經辦理，恕不退款或轉讓) 

資格：每隊必須由全部三名於元朗區居住 / 就讀的 9-14 歲兒童及青少年組成(其中一位必須為 13 歲或以上青少年) 

名額：10 隊 (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報名 費：每隊 $30 (包括參賽 T 恤三件、完成比賽紀念品三份及證書三張) 

    獎項：到達指定數目定向站及達到相關要求每人可獲不同級別紀念品，並可在出發前競逐最佳造型大獎 

*參賽 T 恤呎碼只供參考，大會並不保證能提供賽員所預訂的 T 恤呎碼，所選擇的呎碼將視乎存貨量作適當分配。 

(S-胸闊 36 吋)  ( M-胸闊 38 吋)  (L-胸闊 40 吋)  (XL-胸闊 42 吋)  (XXL-胸闊 44 吋) 

# 各隊須於                 或之前 填寫此報名表、所有隊員「參賽者個人健康聲明及遵守道路使用者守則承諾書」一併親身交回：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天晴服務設施大樓一樓 101 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晴會所 或  

新界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311 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澤會所辦理報名手續。  

 

參賽編號：                     (大會填寫) 隊長住址： 

 中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日/月/年)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T 恤尺碼 此部份大會職員專用 

隊

長 

A  

/    /      (  ) 
手提：             

家居：             

S M L  

XL XXL 

收據號碼： 

 

收款日期： 

 

經辦職員姓名： 

 

經辦職員簽署： 

隊

員 

B  
/    /      (  ) 

手提：             

家居：             

S M L  

XL XXL 

隊

員 

C  

/    /      (  ) 
手提：             

家居：             

S M L  

XL XXL 



元朗區青年節 2022 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 青年黃昏定向 

參賽者個人健康聲明及遵守道路使用者守則承諾書 

 本人       (參賽者姓名) 將出席 /不出席*20/7/2022(星期三) 7:00-8:30pm 在天水圍天晴會所舉行上述比賽之參加者簡介

會，並會於 23/7/2022(星期六 ) 2:30-6:00pm 參與上述活動 (大會有權因應天氣或特別情況作出更改)，同時作出下列之聲明：  

1. 本人身體並沒有任何疾病，身體狀況適合參加上述活動。 

2. 本人願意遵守運輸署編制的「道路使用者守則」、活動規例及負責職員的指導。倘於活動期間因個人沒有遵從上述規則而發生意外，包括死亡、受傷及財物損失，本人將自

行承擔一切責任。主辦、各協辦、贊助及支持機構，均無須對此作出賠償或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道路使用者守則」見：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html 

3. 本人在活動期間發生事故而導致主辦、協辦機構支付額外開支，本人願意作出合理賠償。 

4. 為了方便參加者的聯繫，大會會在活動前及活動期間利用 whatsApp 與隊長作群組聯繫，並會於活動後刪除。  

5. 本人同意主辦機構使用在活動中的個人資料、相片、影像及活動記錄作任何合法及正當用途。若不同意有關安排，請於報名時向負責職員說明。 

6. 本人同意遵守活動當日香港政府最新防疫指引下的措施及安排。 

參賽者簽署：            緊急聯絡人姓名：          與參賽者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承諾書及簽署作實 

本人同意敝子弟             (參賽者姓名) 參加上述活動，並同意敝子弟上述六項的聲明。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查詢：歡迎致電 2617 7233 與岑秉康先生或杜嘉敏姑娘聯絡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下稱「本會」）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安全性。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郵地址）或會被本會透過電話／

郵寄／電子郵件，用作聯絡通訊、籌款、推廣活動、研究調查及其他通訊及推廣之用途。若你希望停止接收本會上述各項資訊，請將中英文全名、會員證號碼及電話號碼，電郵予本會天水圍天

晴會所 (tinching@ymca.org.hk) 以安排相關刪除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 26177233 與本會天水圍天晴會所聯絡。 

 
 

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html


元朗區青年節 2022 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 青年黃昏定向 

參賽者個人健康聲明及遵守道路使用者守則承諾書 

 本人       (參賽者姓名) 將出席 /不出席*20/7/2022(星期三) 7:00-8:30pm 在天水圍天晴會所舉行上述比賽之參加者簡介

會，並會於 23/7/2022(星期六 ) 2:30-6:00pm 參與上述活動 (大會有權因應天氣或特別情況作出更改)，同時作出下列之聲明：  

7. 本人身體並沒有任何疾病，身體狀況適合參加上述活動。 

8. 本人願意遵守運輸署編制的「道路使用者守則」、活動規例及負責職員的指導。倘於活動期間因個人沒有遵從上述規則而發生意外，包括死亡、受傷及財物損失，本人將自

行承擔一切責任。主辦、各協辦、贊助及支持機構，均無須對此作出賠償或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道路使用者守則」見：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html 

9. 本人在活動期間發生事故而導致主辦、協辦機構支付額外開支，本人願意作出合理賠償。 

10. 為了方便參加者的聯繫，大會會在活動前及活動期間利用 whatsApp 與隊長作群組聯繫，並會於活動後刪除。  

11. 本人同意主辦機構使用在活動中的個人資料、相片、影像及活動記錄作任何合法及正當用途。若不同意有關安排，請於報名時向負責職員說明。 

12. 本人同意遵守活動當日香港政府最新防疫指引下的措施及安排。 

參賽者簽署：            緊急聯絡人姓名：          與參賽者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承諾書及簽署作實 

本人同意敝子弟             (參賽者姓名) 參加上述活動，並同意敝子弟上述六項的聲明。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查詢：歡迎致電 2617 7233 與岑秉康先生或杜嘉敏姑娘聯絡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下稱「本會」）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安全性。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郵地址）或會被本會透過電話／

郵寄／電子郵件，用作聯絡通訊、籌款、推廣活動、研究調查及其他通訊及推廣之用途。若你希望停止接收本會上述各項資訊，請將中英文全名、會員證號碼及電話號碼，電郵予本會天水圍天

晴會所 (tinching@ymca.org.hk) 以安排相關刪除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 26177233 與本會天水圍天晴會所聯絡。 
 
 

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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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個人健康聲明及遵守道路使用者守則承諾書 

 本人       (參賽者姓名) 將出席 /不出席*20/7/2022(星期三) 7:00-8:30pm 在天水圍天晴會所舉行上述比賽之參加者簡介

會，並會於 23/7/2022(星期六 ) 2:30-6:00pm 參與上述活動 (大會有權因應天氣或特別情況作出更改)，同時作出下列之聲明：  

13. 本人身體並沒有任何疾病，身體狀況適合參加上述活動。 

14. 本人願意遵守運輸署編制的「道路使用者守則」、活動規例及負責職員的指導。倘於活動期間因個人沒有遵從上述規則而發生意外，包括死亡、受傷及財物損失，本人將自

行承擔一切責任。主辦、各協辦、贊助及支持機構，均無須對此作出賠償或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道路使用者守則」見：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html 

15. 本人在活動期間發生事故而導致主辦、協辦機構支付額外開支，本人願意作出合理賠償。 

16. 為了方便參加者的聯繫，大會會在活動前及活動期間利用 whatsApp 與隊長作群組聯繫，並會於活動後刪除。  

17. 本人同意主辦機構使用在活動中的個人資料、相片、影像及活動記錄作任何合法及正當用途。若不同意有關安排，請於報名時向負責職員說明。 

18. 本人同意遵守活動當日香港政府最新防疫指引下的措施及安排。 

參賽者簽署：            緊急聯絡人姓名：          與參賽者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承諾書及簽署作實 

本人同意敝子弟             (參賽者姓名) 參加上述活動，並同意敝子弟上述六項的聲明。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查詢：歡迎致電 2617 7233 與岑秉康先生或杜嘉敏姑娘聯絡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下稱「本會」）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安全性。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郵地址）或會被本會透過電話／

郵寄／電子郵件，用作聯絡通訊、籌款、推廣活動、研究調查及其他通訊及推廣之用途。若你希望停止接收本會上述各項資訊，請將中英文全名、會員證號碼及電話號碼，電郵予本會天水圍天

晴會所 (tinching@ymca.org.hk) 以安排相關刪除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 26177233 與本會天水圍天晴會所聯絡。 
 

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