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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表格

樂施毅行者2020

活動日期：20-22 / 11 / 2020
確認隊伍資格階段：19 / 5 / 2020 – 11/6/2020
提交已確定隊員資料階段：12 / 6 / 2020 – 13/10/2020

注意︰若放棄隊伍資格，請在7月24日前以書面通知大會。

首席贊助︰



由樂施會（大會）主辦、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為首席贊助的「樂施毅行者2020」，將於2020年11月20至22日
（星期五至日）在麥理浩徑及其他接續路徑舉行。

樂施毅行者路線全長100公里，由西貢北潭涌出發，終點將重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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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親身熟習路線。詳情請瀏覽樂施毅行者網站：
www.oxfamtrailwalker.org.hk。

所有參加者必須按隊號於以下指定時間到達起點登記，並依時出發。未經大會同意，不得擅自更改出發時間。

1. *成為「精英隊伍」：先透過上述方法獲得隊伍，而隊中最少要有3名隊員曾於過去3年（即2016、2017或
2018）任何一年參加「樂施毅行者」，並在24小時內完成全程，可向大會申請成為「精英隊伍」並在活動日
早上8時出發。由於名額有限，如參加隊數超出限額，大會有權作出篩選。有意申請參加的隊伍，請將過往
的「樂施毅行者」證書副本，連同已填妥的登記表格或於網上登記後遞交至樂施會。

2. 必須於出發時間前30至45分鐘完成登記程序，逾時隊伍或會被取消資格。

特別隊伍 凡於「樂施毅行者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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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2019年名額隊伍 保留2019年名額至「樂施毅行者2020」之隊伍均屬此類別。

特定籌款額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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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或協助機構隊伍 指定之贊助及協助機構隊伍。

公開隊伍 只餘少量名額，詳情請留意樂施毅行者網站。

*有關「精英隊伍」資料，詳見備註第一項

日期及路線

備註：

隊伍類別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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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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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號 出發時間（11月20日） 登記時間 隊伍名額



提交確定隊員
資料

免費 2020年6月12日
上午10時
至10月13日下午6時

網上遞交
•  登入樂施毅行者網站
•  連結至隊伍籌款專頁更新隊員資料

郵寄及親身遞交
•  於樂施毅行者網站下載登記表格，填寫
完畢後寄回樂施會

逾期更換隊員
第一階段

港幣200元 2020年10月14日
上午10時
至11月4日下午6時

網上遞交
•  登入樂施毅行者網站
•  連結至隊伍籌款專頁更新隊員資料
•  以信用卡繳付逾期更換隊員費用

郵寄及親身遞交
•  於樂施毅行者網站下載更換隊員表格，
填寫完畢後連同逾期更換隊員費用的
付款證明寄回樂施會

逾期更換隊員
第二階段

港幣500元  2020年11月9至20日
（活動當日）

1. 11月5日至8日恕不處理更換隊員申請。
2. 11月9日起提出的更換隊員申請，必須
於活動日即場填寫更換隊員表格，並以
現金繳付手續費。

階段 費用
（每名新隊員） 日期 程序

確認隊伍資格

更換隊員

登記程序

1

3
如需更換隊員，請按照下列指示辦理更換手續：

•  保留2019年名額至「樂施毅行者2020」之所有隊伍（包括公開隊伍）可在本年度「更換隊員」截止日期前，更換隊內
任何隊員（包括隊長）。

•  所有經由特別隊伍、特定籌款額隊伍、贊助或協助機構隊伍，全部隊員（包括隊長）可於更換隊員階段作出更換。
•  而經由公開組別獲得隊伍名額的隊伍均不得更換隊長，否則會被取消資格。其他隊員可於上述日期內作出更換。
•  所有更換隊員手續費一經繳交恕不發還。手續費並非捐款，不可用作申請稅項寬減。

保留2019年名額至2020年之隊伍請於5月19日上午10時至6月11日下午6時（香港時間）前以隊號及系統
密碼（隨通知確認參加資格至隊長之電郵內）登入樂施毅行者網站，輸入四位隊員的詳細資料以確認隊伍
資格，逾期將被視為放棄隊伍名額論 。

註︰所有隊伍（包括於2020之登記隊伍或決定放棄之隊伍），於2019年其已繳付的登記費及所籌得之款項恕不發還。

提交已確定隊員資料  
截止提交日期：2020年6月12日上午10時至10月13日下午6時（香港時間）

2

網上遞交
請以隊號及系統密碼（隨通知確認參加資格至隊長之電郵內）登入樂施毅行者網站，輸入四位隊員的詳細
資料。

郵寄
請填妥背頁之登記表格，並郵寄至樂施會。信封面請註明「樂施毅行者2020登記」及隊號（日期以郵戳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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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7月24日或之前書面通知退出

7月25日至11月4日以書面通知退出

11月5日起或活動當日臨時退出 / 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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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登記費  （不適用於2019年保留隊伍名額至2020年之隊伍）

所有已確認參加資格的隊伍須於各自的限期內（隨通知確認參加資格至隊長之電郵內）繳付登記費（每隊
港幣1,600元正），否則作放棄參加資格論。支票及現金遞交恕不受理。

網上繳交登記費
請以您的電郵地址及密碼登入樂施毅行者網站，然後按指示以信用卡（VISA、萬事達、中國銀聯及美國
運通）繳付港幣1,600元登記費。

銀行存款
隊伍亦可選擇將登記費（每隊港幣1,600元正）存入樂施會之銀行戶口：
中國銀行戶口號碼  012-874-0-013039-1
恒生銀行戶口號碼 284-401080-010

*以上戶口號碼適用於銀行櫃位（請告知櫃位職員閣下之隊號）、自動櫃員機或網上轉賬

請在銀行存款收據正本或網上轉賬「確認指示」列印本上，寫上隊號及隊長英文姓名，然後郵寄或親身
遞交至樂施會，信封面請註明「樂施毅行者2020登記」及隊號。

保留2019年名額至「樂施毅行者2020」之隊伍，其登記費安排如下︰
隊伍在2019年已繳付的登記費（港幣1,600元），將自動轉至「樂施毅行者2020」（即已轉至2020年之隊伍
無需再繳付登記費）

注意事項
凡逾期遞交所需文件，會被取消資格，登記費用一經繳交恕不發還。（登記費用並不計算在每隊的籌款
總額內，亦不能申請稅項寬減。）

所需文件包括︰
1. 已填妥之登記表格
2. 隊長身分證明文件副本（不適用於2019年保留隊伍至2020年之隊伍）
3. 繳付登記費的銀行存款收據正本或網上轉賬「確認指示」列印本（不適用於2019年保留名額至2020年
之隊伍）

籌款 
截止日期：2020年12月22日（香港時間）

• 每支參加隊伍必須籌款不少於港幣7,600元（惟特定籌款額隊伍則須籌款不少於港幣72,000元）。未能籌
得最低款額者，大會有權不接受其所有隊員日後申請參加「樂施毅行者」。

• 已獲確認參加資格的隊伍如欲退出，應及早於2020年7月24日前以書面通知大會，以便大會安排其他
有意參與的隊伍補上。任何隊伍倘欲退出，敬請留意下列事項：

• 各隊伍須於2020年12月22日或之前把捐款遞交至樂施會。所有在「樂施毅行者2020」籌款達港幣
36,000元的隊伍，可獲「特別隊伍」資格優先參加「樂施毅行者2021」。 

• 保留2019年名額至「樂施毅行者2020」之隊伍，扣除在「樂施毅行者2019」轉入今年活動的款項，
不少於其差額的金額，請於捐款截止日期前（2020年12月22日），將該金額遞交至大會。而於「樂施
毅行者2019」中籌得的捐款將不會再次獲發2020/21年度稅季的捐款收據。（即只有在「樂施毅行者
2020」中重新籌得的捐款，才可獲發2020/21年度的捐款收據）

• 凡未能遵守上述規則之隊伍，大會有權拒絕其所有隊員日後申請參加「樂施毅行者」。

•「樂施毅行者」是一項籌款活動，所得捐款將用於支持樂施會在本港、中國內地、非洲和亞洲其他地區的
貧窮人改善生活、自力更生。經由此活動所籌得之款項，必須全數捐予樂施會。

4

5



全隊成功於48小時內完成全程，每名隊員獲發一張證書，並可獲得活動排名。

未能全隊於48小時內完成全程，個別於限時內走畢全程的隊員將可獲發此證書。

如全隊於18小時內完成全程，可獲發此證書及排名；否則將獲頒發「隊際證書」
或「個人證書」。

頒予全場總冠、亞、季軍，及各組別中最快完成全程的隊伍或機構（必須全隊
在24小時內完成）。

頒予各組別中籌款最多的隊伍或機構（籌款額必須超過港幣20萬元）。

頒予籌款達港幣10萬元的隊伍。

頒予網上籌款最多的隊伍。

「樂施毅行者」路徑長達100公里，部分路段頗為
陡峭，是一項講求體力和合作的隊際活動，參加
者必須有強健的體魄及足夠的訓練，才能應付沿
途種種艱巨的考驗。大會鼓勵首次參加者盡量與
有經驗人士組隊，並準備足夠時間訓練體能及建立
團隊精神，以應付100公里的挑戰。

各隊伍應盡量避免於活動前一個月更換隊員，更
不適合在活動當日臨時更換隊員。

重要事項

隊伍須知
•  參加者必須於活動當日（11月20日）年滿18歲或
以上。

• 「樂施毅行者」是一項隊際活動，每隊必須由
四位隊員組成。大會鼓勵參加者與步速相若
的朋友組隊，沿途必須共同進退、互相照應，
一起到達終點。

•  隊伍繳交登記費後，大會將向隊長發放詳細活
動指引。有關「樂施毅行者2020」的活動通
訊，大會只會以隊長為聯絡人，由隊長把訊息
傳達給隊友。大會發給隊長的信件，亦會上載
於樂施毅行者網站，隊員可定時瀏覽。

•  如需更新隊員資料，請於10月13日或以前，
登入樂施毅行者網站辦理，詳情請參閱「更換
隊員須知」一欄。

隊長須知
要順利完成100公里路程，隊長與隊員之間必須互相
協調、合作無間。擔任隊長者以具備良好的組織能力、
溝通技巧與領導才能為佳。從組隊、練習、活動開始至
結束，隊長需要：
• 及早確定參加隊員，並確保各隊員清楚了解參與活
動所需付出的時間、訓練和資源。

• 作為大會與隊員之間的溝通橋樑，將所有大會發放
之活動訊息轉發給隊友。

• 與隊友共同制訂訓練時間表，依時練習，並根據各
人體能和進度訂下目標。

• 與隊友一起組織支援隊伍，做足事前準備。
• 集齊所有捐款，點算無誤後於12月22日或之前遞交
至樂施會。

活動守則

1.  所有隊伍必須依照指定路線及大會指示走畢全程，方可獲得排名及競逐各組別之獎項。
2.  如有任何組別的參加機構少於三間，大會將取消該組別之速度獎或籌款獎，自由組合除外。
3.  全隊4名隊員年齡為55歲或以上（以11月20日計算），將被劃分為「長青一組」；而全隊4名隊員年齡為65歲或
以上則會被劃分為「長青二組」。

4.  大會有權就各獎項及名次作最終決定，參加者不得異議。
5.  大會有權要求各組別的速度獎或籌款獎之得獎者提供所屬組別的證明文件（如員工證、公司贊助信、有關註冊
證明等），並必須證明最少有兩名隊員屬於該組別，否則將會被取消得獎資格。

隊際證書

個人證書

樂施超級毅行者證書

速度獎

籌款獎

傑出籌款獎

傑出網上籌款獎

1

2

3

4
5

所有參加者必須於登記時簽署免責聲明，以示同意
大會、贊助機構及支援機構毋須對參加者死亡、
受傷或財物損失等情況負責。參加者聲明全文載
於本表格背頁，以供參閱。 

大會建議各參加者自行購買保險。

如受到惡劣天氣或其他不可預計之因素影響，引致
活動無法如期在已公布路線進行，大會有權更改
路線甚至取消活動。

證書及獎項



參加者聲明及保證
本人現組隊參加「樂施毅行者2020」，謹此聲明並作出保證：

本人確認是自願參加「樂施毅行者2020」和願意承擔自身的風險及責任。本人倘於參加「樂施毅行者2020」期間或其後，或者發生
於本人未能完成「樂施毅行者2020」的情況下而退出此活動後，或者在練習期間，或者在往返途中，或者在其他場合，因意外或不
幸事故，或者在由此活動引起或與此活動相關的情況下死亡、受傷、財物損毀、遺失，或遭受任何其他經濟損失或任何隨之發生之
損失，本人將自行承擔一切責任。樂施會（主辦機構）、贊助機構或任何對此活動提供醫療、膳食、物流、資訊科技或其他支援或服
務之機構或人士（或任何上述機構/人士之董事、僱員、代理人或承辦商，或任何與上述機構/人士有關聯之人士），毋須就此作出
任何賠償或負上任何法律責任。倘若本人在活動期間發生事故，因而導致此活動之主辦機構支付額外費用，本人願意向此活動之
主辦機構作出賠償。本人同意樂施會有權在任何時候取消「樂施毅行者2020」，並毋須事先發出有關通知。

籌款保證
本人謹此聲明並作出保證：

(1)「樂施毅行者」是一項籌款活動，每支參加隊伍（包括已確認參加資格、卻在沒有事先以書面通知大會的情況下未有出發之隊
伍），須為樂施會至少籌款港幣7,600元（倘本人所屬之隊伍為特定籌款額隊伍，則須至少籌款港幣72,000元）。本人（以本人
及隊友名義）同意及確認為樂施會籌集之捐款，必須達到樂施會所要求之最低限額。

(2)  本人與隊友透過參與「樂施毅行者2020」而直接或間接籌得之捐款，將悉數捐予樂施會。本人絕不會將有關款項捐予其他機構。

(3)  如本人所屬之隊伍籌款未達最低限額，大會有權不接受本人及/或本人之任何隊友參加日後之「樂施毅行者」活動。

(4)  所有捐款資料將於七年後於記錄中刪除。

授權樂施會及「樂施毅行者」活動使用你的影像、聲音及故事
同意這份免責聲明，代表你已知悉和明白樂施會按下述條款使用你的影像、聲音及故事：

(1)  樂施會是一個國際扶貧發展機構，旨在推動民眾力量，消除貧窮。樂施會是由20個獨立組織組成的國際聯會，香港樂施會是
該聯會成員之一。我們希望為你拍攝照片、進行錄像或採訪，並用於推廣及宣傳樂施會的工作。

(2)  你的影像（錄像/照片）、聲音（影片攝錄、錄音聲帶或其他形式），以及/或你的故事可能供香港樂施會、全球其他樂施會以
及樂施會的合作夥伴使用，可能用於推廣樂施會的工作及協助樂施會籌集經費，有機會出現在不同的媒介中，包括網站、
報章、社交媒體、出版物、電視和電台等。

(3)  你的影像、聲音及/或故事可能會被世界各地的人（包括你所在國家及地區）看到或聽到。

(4)  樂施會可以按你的需要，以隱藏你的身份，包括不拍攝面部、不使用你的聲音、不使用你真實的姓名，或不披露有關你本人
的具體細節（如：日期、地點）。

(5)  你有權利拒絕樂施會有關錄影/拍照/錄音/採訪的要求。即使你拒絕，亦不會對你個人、你的家人以及你的團體產生任何負面
影響；另一方面，你亦不會因為向樂施會分享了你的故事而獲得額外好處。

(6)  與你相關的影像、聲音及故事等材料，只供樂施會在未來五年內於推廣及宣傳時使用，樂施會不得在五年期限過後再次使用
相關材料。不過，在期限內已發表的內容則可繼續流傳。是次收集到的材料可能會一直存檔於樂施會以及樂施會攝影師的資
料庫。

(7)  如果你不希望樂施會及我們的夥伴團體/合作單位再使用你的影像/故事/聲音檔，你可以電郵至otwinfo@oxfam.org.hk與我們
聯絡。一旦你提出停止使用的要求，我們便不會再使用你的影像/聲音檔/故事1。

(8)  如果你日後認為我們的實際行為不符合以上承諾，你可以向香港樂施會或相關監管機構提出投訴。
1 

免責聲明
1

2

3

參加者個人資料
本人同意樂施會有權收集、儲存及使用本人在一份或多份的表格（包括電子形式）上所填報之個人資料（以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
定義為準）以作「樂施毅行者2020」相關的用途（包括但不限於籌備、推廣或宣傳「樂施毅行者2020」）。本人同意該收集、儲存
及使用均屬合法。本人亦同意樂施會可將本人之個人資料發放予其代理人、繼承人、支持機構及其他有關團體以作「樂施毅行者
2020」相關的用途。

參加者健康申報
本人聲明本人精神狀況良好及身體健康，並且有能力應付此活動，及未曾經執業醫生診斷體能不適合參與此活動。

就使用樂施毅行者網站上的團隊專頁
本人謹此聲明並作出保證：

我和隊友及我們的支持者都不會分享或發布任何可以被視為垃圾訊息、惡意軟體、詐騙、暴力、仇恨言論、恐怖主義、騷擾、霸凌、
威脅、色情、兒童剝削、假冒他人、政治、私人和機密資訊、鼓吹危險、非法活動、公開串流播放、侵權及不雅或有駭人圖像的
檔案、內容、相片或其他材料。

樂施會有權從團隊專頁中移除相關檔案、內容、相片或其他材料、取消隊伍參加「樂施毅行者2020」的資格及有機會在適當情況
下向相關執法部門作出舉報。

4

5

6

本免責聲明的任何更新將在網頁內
公佈。參加者應定期查閱以確保參
加者了解本會的最新政策。

本免責聲明具有英文和中文兩種文
本。英文與中文文本之間有衝突
時，以英文文本為準。 如欲參與是次活動，必需簽名同意以上免責聲明。

我們同意以上免責聲明：

隊員A (隊長)

隊員B

隊員C

隊員D

內容一旦發布便不可移除。家長/監護人應尤其考慮孩子他日長大後，或不希望自己的真實姓名曾經被披露。



請以英文正楷清楚填寫所有資料，資料不足者概不受理。
Please provide all required information and print in BLOCK LETTERS. 
Incomplete forms will not be accepted.

*必須填寫 Mandatory field

活動組別 Categories
隊伍號碼 Team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名稱 Team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會將根據參加者資料劃分男子組/女子組/男女混合組/長青一組（55-64歲）/長青二組（65歲或以上）等組別。
Male / Female / Mixed / Veteran I (aged 55-64) and Veteran II (aged 65 or above) categories will be assigned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details of each team.

我們希望參加以下組別*：（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加號） 
We belong to the following category/ies*: (please tick where appropriate)

a. □ 自由組合（非公司/團體組別） Individual Team 或 OR

b. □ 公司/團體組別 Company / Organisation Team  

□ 申請成為精英隊伍（請附過往「樂施毅行者」證書副本）To apply to an Elite Team, please attach copies of past Oxfam Trailwalker certificates)

□ 是否由「樂施毅行者2019」保留名額至「樂施毅行者2020」，如是，「樂施毅行者2019」的隊號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s your team carrying your team slot forward from Oxfam Trailwalker 2019 to Oxfam Trailwalker 2020? If so, our team number in 2019 was_________________

代表公司 / 團體名稱（必須填寫）Name of Association / Company / Club / Organisation (must be completed)

英文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少有2名隊員屬所選擇的組別。 At least 2 team members should fall into one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機構統籌 Corporate Coordinator（只適用於公司 / 團體組別 applicable to companies/organisations only）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Miss/Ms./M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電郵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電話 Mobi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援隊伍 Support Team
我們明白須自行安排補給。We understand that we must put together our own support team for the event.

我們的支援隊隊長是 Our support team leader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Miss/Ms./M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電郵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電話 Mobi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Reminders 
□ 是否已附上存款收據正本或網上「確認指示」列印本？
 Has the original deposit slip or the printed copy of the online transfer acknowledgement note been enclosed?

□ 是否已附上隊長之身分證明文件副本？（公開隊伍適用）
 Has a copy of the team leader's HKID card / passport been enclosed? (Applicable to Open Team Category)

□ 是否已附上過往「樂施毅行者」證書副本? （精英隊伍適用）
 Have copies of past Oxfam Trailwalker certificates been enclosed? (Applicable to Elite Teams)

□ 會計業組 Accountancy

□ 社團組 Club or Association

□ 教育組 Education

□ 物流及運輸組
 Logistics & Transportation Service 

□ 金融組 Finance

大會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T:   R:

樂施毅行者2020登記表格
OXFAM TRAILWALKER 2020 REGISTRATION FORM

□ 普通公司組 General Corporation

□ 政府或軍方機構組 Government or Military

□ 房地產及物業管理組
 Real Estate & Property Management

□ 社會服務組 Social Service

□ 醫護組 Health Care

□ 科技及電子商務組 IT & e-Business

□ 保險業組 Insurance

□ 製造業組 Manufacturing

□ 傳媒/公關/廣告組 Media/PR/Advertising

□ 旅遊及酒店業組 Tourism & Hotel Services

□ 中文通訊 Correspondence in Chinese  或OR  □ 英文通訊 Correspondence in English

□ 中文通訊 Correspondence in Chinese   或OR  □ 英文通訊 Correspondence in English



隊員資料 Team Members’ Details
A

B

隊員A (隊長) TEAM MEMBER A (TEAM LEADER)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 / Miss / Ms. / M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Gender: _______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  

國籍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分證號碼 / 護照號碼* HKID / 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職業 Occup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聯絡電話* Primary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聯絡電話 Other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曾參加「毅行者」或「樂施毅行者」Have you taken part in the Trailwalker / Oxfam Trailwalker before? 

□有 Yes, 參加次數 No. of times you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__________  OR或 □沒有 No

病歷紀錄 Medical Remark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 樓層 Room / Flat / Flo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屋邨 E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Distri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廈 Building / Blo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 Street / Roa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 / 區域 Country / Reg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舉行期間，如遇有緊急事故，請通知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during the event, please contact: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Miss/Ms./M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電話*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IMPORTANT NOTICE ON PERSONAL DATA USAGE
您所提供的資料將保密處理，只會被樂施會及受其委託的服務提供者用作捐款處理、寄發收據及有關捐款通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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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及受其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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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以下的方格填上剔號，表示您是否願意收到上述通訊，您可隨時以郵寄或電郵至info@oxfam.org.hk，通知我們停止
接收有關資訊。

□ 願意 Agree     □ 不願意 Disagree (Please choose at least one option below) 
 本人不希望從以下渠道接收樂施會的資訊（請選擇至少一項） I do not wish to be contacted via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handled confidentially and will be used by Oxfam and its service providers for the purposes of donation administration, receipt issuance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s. 
To connect closely with you and to keep you informed of Oxfam’s work against poverty as well as advocacy, development and fundraising progress, Oxfam and its service providers may us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name, telephone, email and addres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s, fundraising, volunteer recruitment and survey administration. Please indicate below if you agree to being contacted 
for these purposes. You may choose to stop receiving such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please inform us by post or email (at otwinfo@oxfam.org.hk).

□ 郵寄 Post     □ 電話 Phone     □ 電郵 Email

* 請填寫 Required field

隊員B  TEAM MEMBER B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 / Miss / Ms. / M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Gender: _______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  

國籍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分證號碼 / 護照號碼* HKID / 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職業 Occup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聯絡電話* Primary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聯絡電話 Other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曾參加「毅行者」或「樂施毅行者」Have you taken part in the Trailwalker / Oxfam Trailwalker before? 

□有 Yes, 參加次數 No. of times you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__________  OR或 □沒有 No

病歷紀錄 Medical Remark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 樓層 Room / Flat / Flo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屋邨 E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Distri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廈 Building / Blo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 Street / Roa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 / 區域 Country / Reg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舉行期間，如遇有緊急事故，請通知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during the event, please contact: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Miss/Ms./M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電話*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IMPORTANT NOTICE ON PERSONAL DATA USAGE
您所提供的資料將保密處理，只會被樂施會及受其委託的服務提供者用作捐款處理、寄發收據及有關捐款通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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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及受其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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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以下的方格填上剔號，表示您是否願意收到上述通訊，您可隨時以郵寄或電郵至info@oxfam.org.hk，通知我們停止
接收有關資訊。

□ 願意 Agree     □ 不願意 Disagree (Please choose at least one option below) 
 本人不希望從以下渠道接收樂施會的資訊（請選擇至少一項） I do not wish to be contacted via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handled confidentially and will be used by Oxfam and its service providers for the purposes of donation administration, receipt issuance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s. 
To connect closely with you and to keep you informed of Oxfam’s work against poverty as well as advocacy, development and fundraising progress, Oxfam and its service providers may us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name, telephone, email and addres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s, fundraising, volunteer recruitment and survey administration. Please indicate below if you agree to being contacted 
for these purposes. You may choose to stop receiving such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please inform us by post or email (at otwinfo@oxfam.org.hk).

□ 郵寄 Post     □ 電話 Phone     □ 電郵 Email

* 請填寫 Required field



隊員資料 Team Members’ Details
C

D 隊員D  TEAM MEMBER D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 / Miss / Ms. / M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Gender: _______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  

國籍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分證號碼 / 護照號碼* HKID / 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職業 Occup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聯絡電話* Primary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聯絡電話 Other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曾參加「毅行者」或「樂施毅行者」Have you taken part in the Trailwalker / Oxfam Trailwalker before? 

□有 Yes, 參加次數 No. of times you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__________  OR或 □沒有 No

病歷紀錄 Medical Remark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 樓層 Room / Flat / Flo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屋邨 E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Distri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廈 Building / Blo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 Street / Roa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 / 區域 Country / Reg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舉行期間，如遇有緊急事故，請通知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during the event, please contact: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Miss/Ms./M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電話*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IMPORTANT NOTICE ON PERSONAL DATA USAGE
您所提供的資料將保密處理，只會被樂施會及受其委託的服務提供者用作捐款處理、寄發收據及有關捐款通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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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及受其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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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以下的方格填上剔號，表示您是否願意收到上述通訊，您可隨時以郵寄或電郵至info@oxfam.org.hk，通知我們停止
接收有關資訊。

□ 願意 Agree     □ 不願意 Disagree (Please choose at least one option below) 
 本人不希望從以下渠道接收樂施會的資訊（請選擇至少一項） I do not wish to be contacted via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handled confidentially and will be used by Oxfam and its service providers for the purposes of donation administration, receipt issuance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s. 
To connect closely with you and to keep you informed of Oxfam’s work against poverty as well as advocacy, development and fundraising progress, Oxfam and its service providers may us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name, telephone, email and addres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s, fundraising, volunteer recruitment and survey administration. Please indicate below if you agree to being contacted 
for these purposes. You may choose to stop receiving such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please inform us by post or email (at otwinfo@oxfam.org.hk).

□ 郵寄 Post     □ 電話 Phone     □ 電郵 Email

* 請填寫 Required field

隊員C  TEAM MEMBER C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 / Miss / Ms. / M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Gender: _______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  

國籍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分證號碼 / 護照號碼* HKID / 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職業 Occup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聯絡電話* Primary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聯絡電話 Other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曾參加「毅行者」或「樂施毅行者」Have you taken part in the Trailwalker / Oxfam Trailwalker before? 

□有 Yes, 參加次數 No. of times you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__________  OR或 □沒有 No

病歷紀錄 Medical Remark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 樓層 Room / Flat / Flo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屋邨 E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Distri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廈 Building / Blo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 Street / Roa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 / 區域 Country / Reg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舉行期間，如遇有緊急事故，請通知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during the event, please contact: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Miss/Ms./M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La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電話*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IMPORTANT NOTICE ON PERSONAL DATA USAGE
您所提供的資料將保密處理，只會被樂施會及受其委託的服務提供者用作捐款處理、寄發收據及有關捐款通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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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及受其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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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以下的方格填上剔號，表示您是否願意收到上述通訊，您可隨時以郵寄或電郵至info@oxfam.org.hk，通知我們停止
接收有關資訊。

□ 願意 Agree     □ 不願意 Disagree (Please choose at least one option below) 
 本人不希望從以下渠道接收樂施會的資訊（請選擇至少一項） I do not wish to be contacted via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handled confidentially and will be used by Oxfam and its service providers for the purposes of donation administration, receipt issuance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s. 
To connect closely with you and to keep you informed of Oxfam’s work against poverty as well as advocacy, development and fundraising progress, Oxfam and its service providers may us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name, telephone, email and addres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s, fundraising, volunteer recruitment and survey administration. Please indicate below if you agree to being contacted 
for these purposes. You may choose to stop receiving such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please inform us by post or email (at otwinfo@oxfam.org.hk).

□ 郵寄 Post     □ 電話 Phone     □ 電郵 Email

* 請填寫 Required 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