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壘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甲部－球隊註冊報名表  

2021-2022  U15女子壘球分齡賽 

 此表格需於最遲 10月 29日或之前交回，逾時不作處理 

 

組別： 女子 U15組  

 
學校/隊伍名稱 (中文)   (英文)  

 
*負責人姓名: 

 電話:  傳真/電郵地址:  

教練姓名:  電話:  傳真/電郵地址:  

*( 必須填寫負責人之電郵及電話，以便開設Whatsapp群組/電郵通知比賽期間之資料。 ) 

+未能提供下列所有資料或填寫不清晰者，將不獲參賽資格 

 背號 
球員 

中文姓名 

球員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dd/mm/yy 

年齡 

Age 
性別 

Gender 

香港身份證號碼 

ID No. 

會員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責任聲明 :  

本校/ 本隊伍聲明上述所報資料一切屬實，18歲以下之參賽者並已獲得各參加者之家長／監護人同意讓其子弟參加上述活動，各參

加者身體狀良好及適宜參加是項活動。本校／本隊伍願意遵守大會所定一切規章及嚴格遵從裁判的裁決；並願意承擔一切賽事期間

的任何責任。本校／本球隊之參加者若因參與是項活動而引致任何身體受傷、疾病、死亡或財物損失，主辦 / 資助機構 / 職員均

毋須承擔任責任。本校／本球隊並同意舉辦者在活動中進行拍攝作推廣宣傳用途。 

 

 

負責人簽署: 

  

          

 

 

負責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對於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於本比賽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在遞交申請表格後，如欲更改或查詢你申報的個人

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此格由本會填寫 

附 上  銀行支票號碼：  銀碼： $  (收據編號: ) 



香港壘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乙部－隊員註冊報名表  

2021-2022  U15女子壘球分齡賽 

此表格需於最遲 10月 29日或之前交回本會，逾時不作處理 

** 必須貼上球員近照及填上球衣號數及附上身份證影印本，以便核實身份  

** 球員背號為 1- 99 之間  

相片 1 2 3 4 5 

姓 名      

背號      

相片 6 7 8 9 10 

姓 名      

背號      

相片 11 12 13 14 15 

姓 名      

背號      

相片 16 17    

姓 名      

背號      



香港壘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球員個人資料及家長同意書  

2021-2022  U15女子壘球分齡賽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Chines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性別  

Date of Birth (D/M/Y): ________________   Age: ________ Gender: ________      

(每位球員必須附上身份證或有顯示出生日期之證件副本，如未有提供將不獲受理) 

聯絡電話                  身份證號碼  

Contac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D. Card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住址 (請以英文正階填寫) 

Residentia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現就讀學校名稱 

Occup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 School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何處獲悉本活動資料 Way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of these event: 

 香港壘球總會網頁 Hong Kong Softball Association website       

 學校 School          朋友介紹 Friends            海報/橫額  Poster / Banner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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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 / 監護人同意書 (18歲以下參加者需由家長 / 監護人簽署 )   

 Parent / Guardian Consent Form (for applicant under 18) 
 

 責任聲明: 本人在此聲明，本人 / 本人之小女或小兒____________________身體狀況良好及適

宜參加是項活動。同時聲明本人 /本人的小女或小兒清楚了解壘球運動存有危險性，若因參與

是項活動而引致任何身體或財物損失，主辦 / 資助機構 / 職員均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Disclaimer: I hereby state that I or my son/daught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s physically 

healthy and i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bove competition I also understand that this competition 

involves risks, the host organization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damage, 

liability or injury arising therefrom.          
 

參加者簽名                 日期 

Participant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簽名                  日期 

Parent / Guardian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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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於本會和合辦機構的體育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在遞交申請表格後，

如欲更改或查詢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application form will be used by Hong Kong Softball Associ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enrolment and promotion of sports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our Associ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including the making access and corrections, should contact the staff of the Assoc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