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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毅行者2018
公開組申請表格
申請日期：
8-24/5/2018

首席贊助：

www.oxfamtrailwalker.org.hk
oxfamtrailwalkerhk 2520 2525



簡介

「樂施毅行者」

參加資格及規則

是一項別具意義的籌款活動

樂施毅行者是全球最大規模的遠足籌款活動之一。單在香港，自1986年舉行以來已有逾10萬名樂施毅行者籌得超過港幣5億7
千2百萬，支持樂施會在世界各地的扶貧工作。源自香港的樂施毅行者更成功得到世界各地人士的認同，至今已發展成為一項
國際籌款活動，在全球其他15個地區舉行。

樂施會一直關注小農的生計，協助他們提高生產力，與市場接軌，以及加強應付自然災害的能力，倡議各地政府制定更有利
小農的政策，而樂施毅行者籌得的款項也會用於推動小農發展項目，協助他們長遠脫貧。

「樂施毅行者」為隊際活動，每隊必須由4位
年滿18歲的人士組成。

每支已獲確認參加資格的隊伍必須籌款不少於港幣7,600元（特定籌款額隊伍
則必須籌款不少於港幣72,000元）。任何隊伍如欲退出，應及早以書面通知大
會，以便大會安排輪候隊伍補上，否則必須籌得指定金額。

1. 

凡未能遵守上述規則之隊伍，本會保留不接受該隊伍成員日後申請參加
「樂施毅行者」之權利。 3. 

2. 

詳情如下：

最低籌款額

已獲確認參加資格的隊伍

8月27日或之前書面通知退出

8月28日至11月13日以書面通知退出

11月13日後或活動當日臨時退出 / 缺席

27

各隊伍須於2018年12月18日或之前把
捐款遞交樂施會。

籌款達港幣36,000元或以上的隊伍，將成為下年度之「特別隊伍」，並可獲優先參
加資格。

港幣7,600元
港幣72,000元（特定籌款額隊伍）

毋須籌款

港幣3,800元
港幣36,000元（特定籌款額隊伍）

港幣7,600元
港幣72,000元（特定籌款額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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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須知

出發時間
（11月16日）

上午8時

上午9時30分

上午11時

下午12時30分

下午2時

隊號

8001 – 8180

0001-0300

0301-0580

0581-0850

0851-1120

名額

180

300

280

270

270

隊伍類別

精英隊伍

特別隊伍

a. 特別隊伍

b. 特定籌款額隊伍

c. 贊助或協助機構隊伍

公開隊伍

資格

隊伍須先獲得參加活動資格後才可申請，詳情請瀏覽
樂施毅行者網站：www.oxfamtrailwalker.org.hk

凡於「樂施毅行者2017」籌款達港幣36,000元或以上
的隊伍，均獲大會邀請參加此類別（因名額有限，未
能獲派此出發時間之隊伍，將分配至11時正出發）。

供公眾人士申請。如申請數量超額，將由電腦抽籤，
中籤隊伍必須在限期前完成登記程序。有關抽籤及登
記的細則詳載於後文。

a. 凡於「樂施毅行者2017」籌款達港幣36,000元或以
上，而未能獲派於上午9時30分出發的隊伍，均獲
大會邀請參加此類別。

b. 承諾籌款港幣72,000元或以上的隊伍(名額50個)，
如欲查詢或報名，請聯絡樂施會。

c. 指定之贊助及協助機構隊伍。

1. 活動日期：2018年11月16日（星期五）至18日（星期日）。

2. 路線：全長100公里，起點為西貢北潭涌，首先沿麥理浩徑的第一至九段行走（大約90公里），至標距柱M174後離開麥理浩徑，沿臨時

OTW標距柱行走至位於元朗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的終點。

3.隊伍類別：「樂施超級毅行者」及「24小時隊伍」合併為「精英隊伍」，出發時間為上午8時。

4.樂施超級毅行者證書：如全隊於18小時內完成全程，可獲發此證書及排名。

5.「樂施毅行者2018」名額共1,300個，分別為：

1. 申請日期為5月8至24日，逾期恕不受理。

2.為公平起見，每隊申請隊伍只可遞交一份申請表（不論以網上申請或遞交申請表格），每位參加者亦只可申請
一次（按身份證或護照號碼核對身分）。如有重複，所遞交的申請表格將全部作廢。

3.每隊申請隊伍須繳付手續費港幣120元正，無論申請成功與否，手續費恕不發還。繳費及申請方法如下：

6. 如受到惡劣天氣或其他不可預計之因素影響，活動無法如期在已公佈路線進行，大會有權更

改活動日期、相關路線，甚至取消活動。

7. 活動期間，大會將採取必要措施全力保障參加者的安全。惟出發當日，所有參加者必須

於起點遞交已簽署的聲明，保證於活動期間無論發生任何事故，均會自行承擔一切責任。

申請 / 抽籤 / 登記程序



網上申請
網上申請者須以信用卡（只限VISA / 萬事達 / 
銀聯 / 美國運通）繳款
網址：www.oxfamtrailwalker.org.hk

截止時間: 
2018年5月24日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 

遞交申請表格
請選擇以下方法將款項存入樂施會之銀行戶口，支票及現金恕不受理：

a.郵寄 :

請將申請表格及付款證明寄回樂施會（日期以郵戳為準）

b.親身遞交 :

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7樓（北角港鐵站A4出口）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6時

4. 大會將給予各隊隊長一個申請編號作抽籤之用，如已遞交申請
表格及繳交手續費，但於5月29日前仍未收到申請編號，請最
遲於5月31日致電2520 2525與樂施會聯絡，逾期恕不受理。

5. 大會定於6月5日在樂施會辦事處進行抽籤，過程及結果將由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監督。

6. 除540隊中籤隊伍外，大會在6月5日會一併抽出300隊輪候隊
伍，中籤及輪候隊伍均會獲發通知。

7. 抽籤結果將於6月5日晚上9時在樂施毅行者網站公佈。

8.抽籤結果以大會公佈為準，參加者不得異議。

9. 抽籤結果公佈後，大會將以電郵通知各中籤隊伍之隊長，並發
出網上登記連結或登記表格。

10. 其他未能中籤的隊伍，將於6月底前收到個別通知。

1.填寫於申請表格上的資料，只會用作籌辦「樂施毅行者」之用。

2.大會將查核所有參加者資料，若屬曾參加「樂施毅行者」而未能籌得該年最低籌款額者，大會有權拒絕接受其申請。

3.大會將根據參加者資料劃分男子組 / 女子組 / 男女混合組 / 長青I組 (55-64歲) / 長青II組 (65歲或以上) 等組別。

4. 大會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申請。

11.  所有中籤隊伍須於7月4日或之前完成登記和繳付登記費（港幣
1,400元正），否則作放棄參加資格論，其名額將由輪候隊伍補上。

a.網上登記
完成網上登記程序，並以信用卡（VISA / 萬事達 / 銀聯 / 美國運通）
繳付登記費後，請將隊長身分證明文件副本（必須與申請表格所
填報的隊長身分相符）交回樂施會。

b. 郵寄登記表格
請將填妥的登記表格，連同隊長身分證明文件副本（必須與申請
表格所填報的隊長身分相符），以及港幣1,400元登記費的銀行收
據正本或網上轉賬「確認指示」列印本（現金及支票恕不接受）
郵寄至樂施會。

12. 登記費一經繳交恕不發還。登記費並非捐款，不可用作申請稅項
寬減。

13. 凡逾期（7月4日）遞交上述資料或身分證明文件副本與申請表格
所示的隊長身分不符，均會被取消資格，其名額將由輪候隊伍補
上。

注意事項

中國銀行戶口號碼

恒生銀行戶口號碼

012-874-0-013039-1

284-401080-010

銀行櫃位
（請告知櫃位職員閣下之申請編號）

自動櫃員機及
網上轉賬

請將附有隊長姓名的銀行存款收據正本或網上轉賬「確認指示」列印本，連同申請表格在5月24日或之前遞交樂施會，逾期無效。傳真和電郵
表格恕不受理。



樂施毅行者
2018

2018年5月24日截止

a - 隊長 （不得更換隊長）

姓氏： 

身份證 / 護照號碼：

性別：

主要聯絡電話：

地址：

名字：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其他聯絡電話：

電郵：

B - 隊員
姓氏： 

身份證 / 護照號碼：

性別：

主要聯絡電話：

地址：

名字：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其他聯絡電話：

電郵：

C - 隊員
姓氏： 

身份證 / 護照號碼：

性別：

主要聯絡電話：

地址：

名字：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其他聯絡電話：

電郵：

D - 隊員
姓氏： 

身份證 / 護照號碼：

性別：

主要聯絡電話：

地址：

名字：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其他聯絡電話：

電郵：

 公開組申請表格

填寫本表格前，請仔細閱讀各項細則。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所有資料，資料不足者恕不受理。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重要備忘  ─
更換隊員須知

您所提供的資料將保密處理，只會被樂施會及其受託的服務提供者用作捐款處理、寄發收據及有關活動通訊用
途。為了與您緊密聯繫，向您匯報樂施會的扶貧、倡議及發展教育工作，以及籌募和活動資訊，樂施會及其受
託的服務提供者將會透過您提供的聯絡方法（包括姓名、電話、電郵及郵寄地址），為您提供通訊、籌募、義
工招募及相關資訊，以及用作收集意見之用途。若您不願意收到上述資料，請於方格內加上剔號。

階段

繳交登記費

提交確定隊員資料

逾期更換隊員

活動當日

費用

免費

每位港幣200元

每位港幣500元

日期

6月6日至7月4日

6月6日至10月25日

10月26日至11月13日

11月16日

程序

繳付登記費（港幣1,400元），否則作放棄參加資格論。

登入樂施毅行者網站提交隊員詳細資料，或將隊員資料直接填寫
在登記表格上，並以傳真、電郵或郵寄至樂施會。

必須即場填寫更換隊員表格，並以現金繳付手續費。

必須填寫更換隊員表格，連同繳款證明郵寄或親身遞交至樂施會。
11月13日之後將不得再更換隊員。如有需要，請於活動當日辦理
手續。

更換隊員手續費並非捐款及不可用作申請稅項寬減，一經繳交恕不發還。
「樂施毅行者」是一項講求體力和合作的隊際活動，參加者必須有足夠時間訓練體能及建立團隊精神，以應付100公里的挑戰。樂施會建
議各隊伍避免於活動前一個月更換隊員，更不建議在出發前臨時更換。

活動路線全長100公里，起點位於西貢北潭涌，沿途共設9個檢查站及1個路線確認處，終點為元朗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由於臨近終點的路線涉
及上山路段，甚具挑戰性，因此所有參加者必須於活動前親身熟習路線。詳情請瀏覽樂施毅行者網站。

1. 為公平起見，所有公開組中籤隊伍均不得更換隊長，否則會被取消資格。

2. 中籤隊伍如須更換隊員，可於以下日期辦理手續：

「樂施毅行者」
路線圖

「樂施毅行者」
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團隊活動

參加者必須四人組成一隊：
日夜趕路，於48小時內橫越100公里之麥理浩徑及
其他接續路徑。

一路上互相扶持，互相鼓勵，共同克服種種困難。

提前三個月開始組織支援隊伍、計劃行程及不斷練習。

是否已填妥所有資料？ 是否已附上手續費收據正本或網上轉賬「確認指示」列印本？注意事項

查詢電郵：
電話：
傳真：
網址：

otwinfo@oxfam.org.hk            
2520 2525            
2527 6213
www.oxfamtrailwalker.org.hk            
www.oxfam.org.hk

地址：
辦公時間：

Facebook：

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7樓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6時 

Oxfamtrailwalkerhk

元朗（大棠）

CP= 檢查站

終點

起點

西貢
（北潭涌）

港幣1,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