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意及責任聲明書

 

註冊編號：REF.CP/LIC/SO/19/46074 

赤子青少年籃球訓練計劃 2012 

BKIDS Youth Basketball Training Program 2012 

報名表格 

 

舊隊員適用： 

姓名：（中文）               （英文）                （電話）                

組別：*青苗隊 U12 / 少年隊 U18 

繳款辦法：  

（1） 親身報名：將現金或支票（$550）及報名表格交予龍教練  

（2）郵寄：把劃線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副本（$550），連同填妥的報名表格寄交以下地址：

香港筲箕灣郵政局郵政信箱44460號 

（3）電郵：參加者須把銀行入數紙副本（$550），連同填妥的報名表格電郵至以下地址：

bkidshongkong@gmail.com 

銀行戶口：滙豐銀行：555 1017 964     支票抬頭：Wong Yip Lung    
(  )現金：$         (  )入數紙：$         (  )支票：銀行名稱：             支票號碼：            

 

新隊員適用：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男 / 女  年齡：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電郵：                                就讀學校：                               

住址：                                                                         

聯絡電話：（手提）               （家）               （緊急）                

服裝尺寸：*S細 / M中 / L大 / XL加大 / XXL雙加大 

組別：*青苗隊 U12 / 少年隊 U18 

報名辦法：  

（1）親身報名：將現金或支票（$800）及報名表格交予龍教練 

（2）郵寄：參加者須把劃線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副本（$800），連同填妥的報名表格寄交 

以下地址：香港筲箕灣郵政局郵政信箱44460號 

（3）電郵：參加者須把銀行入數紙副本（$800），連同填妥的報名表格電郵至以下地址：

bkidshongkong@gmail.com 

銀行戶口：滙豐銀行：086 505 1965     支票抬頭：Ng Tsz Lai    

(  )現金：$         (  )入數紙：$         (  )支票：銀行名稱：             支票號碼：            

*刪去不適用者 

 

本會職員收妥表格後將致電確認。 

此報名表格可於本會Facebook網頁下載，或電郵至本會索取（標題請註明：索取報名表格）。 

＄500

＄500

＄500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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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練：

家長 ________________ 同意學員 ________________ （參與  ／不參與）第十五屆康文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本人已清楚上述活動之主要內容，且確知本人之兒／女之健康情況適宜參與有關活動，並確定參 
  與上述活動。比賽期間，本會教練將全力保護學員安全，惟如果因本人之兒／女的疏忽或體能欠 
  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機構及本會無須負責。 

致教練：

家長 ________________ 同意學員 ________________ （參與  ／不參與）第十五屆康文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本人已清楚上述活動之主要內容，且確知本人之兒／女之健康情況適宜參與有關活動，並確定參 
  與上述活動。比賽期間，本會教練將全力保護學員安全，惟如果因本人之兒／女的疏忽或體能欠 
  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機構及本會無須負責。 

致教練：

家長 ________________ 同意學員 ________________ （參與  ／不參與）第十五屆康文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本人已清楚上述活動之主要內容，且確知本人之兒／女之健康情況適宜參與有關活動，並確定參 
  與上述活動。比賽期間，本會教練將全力保護學員安全，惟如果因本人之兒／女的疏忽或體能欠 
  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機構及本會無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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