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丫島體育會 主辦
2016 南丫小龍大賞賽 – 報名表
日期: 2016 年 7 月 1 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 時半至下午 5 時半
賽程: 約 250 米
地點: 南丫島索罟灣海濱花園(對出海面)
目的:
讓市民親身認識及參與我國傳統運動，體驗團隊精神。
參加資格:
凡年齡滿 16 歲或以上，懂泳術，穿上輕便衣服可游畢 100 米人士即可參加。
費用:
各組每隊 $1,700 元。
每隊共 14 人(包括鼓手一名，舵手一名在內)
是次比賽，大會將提供以下物資 :
蒸餾水壹箱、標準小龍及槳等(參賽者可用私家槳參加是次比賽)。
組別:
獎項:
附註:
基本賽制:

報名日期:
報名方法:

另外特設午餐可供選擇, 費用為$500 元/份 (內有 14 盒)。
男子公開組、女子公開組、男女混合組、社團組、工商組。
各項組別設鑽石、金、銀、銅盃決賽(女子組除外)。各組另設有冠、亞、季、殿軍。
*如各組別少於 12 隊，則該組別不設銅盃決賽。
每支參賽隊伍比賽最少 3 次，而最終賽制則視乎參賽隊伍數目而編訂，
並會於領隊會議中公佈。參賽組別每組最少有 6 隊，如組別參賽隊不足 6 隊，
已報名之隊將撥入公開組或社團組。
小龍人數規則: 每隊落船人數不得超過 14 人(包括鼓手及舵手)，
而男女混合組每隊最多 6 名男性划手。
由即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星期二)止。
網址 http://71.islandhk.net 或
網址 www.fisherfolks.com.hk 南丫島漁民文化村 下載報名表格
填妥後傳真或 郵寄到 : 南丫島索罟灣第二街 7 號地下註明:
「2016 南丫小龍大賞賽」，被接納之隊伍，稍後將收到比賽詳情。
(為免郵遞錯誤，報名後請致電鄭華明先生及以收到入數單據作實)

名額有限,， 額滿即止
查詢方法:

電郵: fiona_pau@yahoo.com.hk (註明「2015 南丫小龍大賞賽」)
聯絡人電話號碼 : 6407 4171 (鄭華明) / 9254 7419(梁美勝)
9354 0939 (郭譚福) / 9807 9759 (鮑錦英)

傳真號碼:
領隊會議:
注意事項:

2982 8596
2016 年 6 月 13 (星期一)下午 7 時在鴨脷洲洪聖街 8 號市政大樓一樓
1) 若天文台於比賽當日早上 6 時已懸掛 3 號或以上風球，賽事均告取消。 紅色或
黑色暴雨警告(上午 10 時後仍然生效)，賽事亦會取消，並另擇日期進行。
2) 一經報名付費，如退出或棄權，費用概不發還。
3) 寄出報名表前，請自行複印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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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島體育會 主辦
2016 南丫小龍大賞賽 – 報名表
A) 請在方格內填寫參加隊數
參賽項目 (可作多項選擇)
1) 男子公開組(名額: 24 隊)

4) 工商組 (名額: 24 隊)

2) 男女子混合組(名額: 24 隊)

5) 女子公開組 (名額:12 隊)

3) 社團組(名額: 24 隊)
參賽費用為每隊 HKD$1,700；

*午餐費為每份 HKD $ 500/份 (內有 14 盒)

參賽費用

午餐費用

總結算 (參賽費用 + 午餐費用)

HKD $ 1700 * ________隊

HKD $ 500 *______份

HKD $ ________________

B) 請填寫以下資料:
1) 隊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商組隊伍名稱(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5) 領隊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6) 聯絡人電話:(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7)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隊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日 / 月 / 年)
已知悉是次賽事規則
公司蓋印
組別編號: (由大會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商組需蓋公司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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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島體育會 主辦
2016 南丫小龍大賞賽 – 報名表
C) 請在方格內貼上報名費入數紙，並填上有關資料
繳交報名費有以下兩種方法
1) 轉賬或存入參加費用到恆生銀行 (賬戶號碼 : 297-280562-001)
2) 劃線支票: 抬頭請註明 “南丫島體育會”或
“LAMMA ISLAND ASSOCIATION SOCIETY”

請貼上入數𥿄

3) 支票付款:
銀行:
支票號碼:
金額:
日期:
隊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填妥資料後傳真到 2982 8596（請註明：鄭華明先生收）
請填上郵寄便條以便聯絡
通訊地址

通訊地址

收件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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