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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2020年 1月 5日 (星期日) 

地點：荃灣體育館(新界荃灣永順街 53號) 
---------------------------------------- 

聯合主辦：博愛醫院、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活動細則  

下載電腦檔案: 

如欲下載此活動細則及單張，請進入「博愛醫院」網頁 www.pokoi.org.hk， 

進入籌募/捐款 的 最新活動內下載 

博愛醫院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合辦 

博愛武林大會 2020 

 

 

項目內容                附 頁 

活動詳情                 P.2 

隊伍參加辦法及規則       P.2 

隊伍籌款最高獎項         P.2 

交付善款方法             P.3 

出場序安排               P.3 

鳴謝及感謝狀             P.3 

 

項目內容                附 頁 

表演隊伍須知            P.3-4 

隊伍參加回條            P.5 

司儀稿回條              P.6 

贊助資料及回條          P.7 

贊助表格                P.8 

主辦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聯絡人/電郵    

 

網址                       

博愛醫院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

老院大樓 UG 層      

2479-0022(電話)/2479-5025(傳真) 

石潤慈小姐 / 劉敏姿小姐 

cco2@pokoi.org.hk /acco3@pokoi.org.hk   

www.pokoi.org.hk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1.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 1號奧運

大樓 1008室 

2504-8164(電話)/2577-5608(傳真) 

林小姐 

hkcmaa@hkolympic.org     

www.hkcmaa.com.hk 

2. 九龍彌敦道 687號嘉禾大廈 9樓 A座 

2394-4803(電話)/2399-0644(傳真) 

何先生 

mailto:cco2@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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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詳情 

   日期:2020年 1月 5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時正開始 

        #活動正式開始時間將視乎表演項目而定 

   地點: 荃灣體育館（新界荃灣永順街 53 號） 

 

2. 隊伍參加辦法及規則 

 每節表演時間不超過 5分鐘(不包括進場時間) 

 每節表演人數最少 10人，最多 120人 

 每節表演隊伍最少認捐 HK$6,000，計算表演節數及鳴謝組合詳情如下: 

籌款目標 

 

HK$6,000 

或以上 

HK$12,000 

或以上 

HK$18,000 

或以上 

HK$28,000 

或以上 

HK$45,000 

或以上 

演出次數* 最多 1次 最多 2次 最多 3次 最多 5次 最多 8次 

場刊廣告 

(版位大會安排) 

半頁 1頁 1頁 2頁 

(獨立單版) 

2頁 

(相連) 

活動/博愛網頁 

展示參加隊伍標誌 

-- 1個 1個 1個 1個 

隊伍籌款獎項 -- -- 隊伍籌款優異

獎 

隊伍籌款卓越

表現獎 

隊伍籌款博愛

大獎 

邀請出席慶功宴 2 位 2位 6位 12位 24位 

-表演場地面積約 90呎 x 50呎 

-場刊廣告尺寸: 單頁全版 210mm (闊)x 297mm (高) 

 

*參加隊伍之表演項目絕不能重覆  

*活動不接受舞獅、龍、麒麟、貔貅或附隨之武術表演隊伍參加。 

**每位表演者或觀眾必須憑券入場，門券不設劃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隊伍報名: 請於 2019 年 11月 1日(星期五)或以前填妥「隊伍參加回條」(詳見第 5

頁)，並以郵寄、傳真或電郵至「博愛醫院董事局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3. 隊伍籌款最高獎項 

 各隊伍負責人必須於 2019年 11月 1日（星期五）或以前，把隊伍籌款總額資料

連同銀行存根，提交或傳真至 2479 5025「博愛醫院董事局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以作計算籌款之用； 

 大會以每個單位籌得的善款額作為基礎 ; 

 下列獎項將於活動當天的典禮時段頒發予單位/隊伍代表 

 隊伍籌款至尊大獎    最高籌款隊伍 

 隊伍籌款博愛大獎    善款額達 HK$45,000- 或以上 

隊伍籌款卓越表現獎  善款額達 HK$28,000- 或以上 

隊伍籌款優異獎     善款額達 HK$18,000-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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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付善款方法 

 請隊伍負責人集齊各隊員贊助表格及善款；收集善款後，請以現金或支票(抬頭請寫

「博愛醫院」)存入本院銀行賬戶，資料如下: 

 銀行賬戶名稱 : 博愛醫院或 Pok Oi Hospital 

 賬戶編號 : 滙豐銀行 004-543-158976-001 

恒生銀行 024-221-166333-001  

中國銀行 012-588-00083616 

上海商業銀行 025-352-82-02550-2 

 善款存妥後，請隊伍負責人連同贊助表格、隊伍籌款總額資料及銀行存根於 2019年

11月 1 日（星期五）或以前一併寄回「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

樓 UG層」或傳真至 2479 5025，「博愛醫院董事局企業傳訊及籌募部」收: 

 請自行影印贊助表格及存款單作副本，以便核對; 

 捐款港幣 100元或以上，將獲發免稅收據。參加者/贊助人如需收據，請於贊助表格

中收據欄內填上“√”。有關贊助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收據將於活動後發出，由

各隊伍負責人代為分發予各參加者及贊助人。 

 

1. 活動須知 

 

 出場序安排 

1. 各隊伍的出場序將以抽籤方式訂定，抽籤日期暫訂於 2019 年 11月 13 日(星期

三)，時間及地點將於稍後通知，各隊伍必須派出代表出席抽籤儀式; 

2. 如未能派出代表出席抽籤儀式，將由大會代為抽籤，各隊伍不得異議; 

    3. 大會有權安排或調動表演隊伍的演出時段，各隊伍不得異議。 

 

 鳴謝及感謝狀 

 1. 大會將於場刊內鳴謝各表演隊伍; 

    2. 各表演者均可獲贈感謝狀乙張。 

 

 表演隊伍須知 

1. 大會恕不接受臨場報名的表演隊伍或臨時加插表演項目，只可接受隊伍臨場申

請取消表演項目。 

2. 由於時間緊迫，各表演隊伍於出場前必須預先妥善排列。各隊伍進場後亦須立

即開始表演，以免延誤其後各隊之安排。 

3. 如各表演隊伍因任何原因延誤其表演時間，大會有權於指定時間到達時終止有

關隊伍之表演項目而不作補償。 

4. 如天文台於活動當日上午 10時或以前懸掛 8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

號，是次活動將會取消。 

5. 服飾：各表演隊伍必須穿著整潔的功夫服裝或統一的體育服裝，如未能穿著整

潔隊服的隊伍，大會有權取消該隊伍的表演項目。 

6. 音樂：如需自備音樂,各表演隊必須於 2019年 11月 27日（星期三）或以前提

交音樂 CD (mp3 及電腦下載的音樂檔不適用)予「博愛醫院董事局企業傳訊及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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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部」，如大會於指定日期前未能收到表演單位的音樂碟，表演項目將由大會提

供指定音樂。 

7. 司儀稿：司儀將於活動當日現場宣佈各隊伍名稱、表演項目及簡介表演內容，

請各隊伍負責人於 2019年 11 月 27日（星期三）或以前填妥及提交附頁「司儀

稿資料」表格。請注意，有關文字必須以 200字為限，文字內容亦不得涉及色

情、暴力、商業推銷、人身攻擊、誤導或違反本地法律之內容。大會保留最終

決定權以修改任何提交之資料。 

8. 拍照及錄影：大會將設有攝影師及錄影師拍攝整個活動情況，活動完結後，大

會將贈送是次活動的照片光碟乙套予各表演隊。 

9. 有關是次活動中相片、影像及活動記錄，本院有可能日後作任何合法及正當之

用途或市場推廣。 

10. 橫額：除獲大會批准外，各隊伍/單位不得擅自展示任何橫額，活動當天，如有

違規展示，大會有權沒收該隊的橫額。 

11. 感謝狀：大會將於活動當天派發感謝狀予各表演隊負責人，請自行填寫各隊員

姓名及分發予各表演隊員。 

12. 貴重財物請自行保管，如有失竊，大會恕不負責。 

13. 大會為是次活動購買「一般公眾責任保險」及「團體個人意外保險」。參加者可

按需要自行購買意外傷亡及保障財物保險。 

14. 大會保留限制及拒絕接受報名的權利。  

15. 大會將保留權利聯絡申請者，查詢有關其報名資料之事宜。  

16. 所有籌款及其他捐款費用不能退回。若申請者提供錯誤資料、不能繳交最低籌

款額或不依照正確報名程序報名，大會保留權利拒絶接受有關申請。  

17. 參加者必須確保其體格適宜參加活動。參加者必須同意遵守及接受活動須知及

其細則。 

18. 大會保留是次活動的最終決定權，任何有關活動的臨時改動或消息，將以大會

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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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合辦 

 博愛武林大會 2020 

   活動日期：2020年 1月 5日(星期日) 

地點：荃灣體育館 

 

隊伍參加回條 

(請於 2019年 11月 1日或以前示覆) 

遞交回條及捐款證明方法： 

1. 郵寄：元朗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 UG層博愛醫院董事局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2. 傳真：2479 5025 

3. 電郵: cco2@pokoi.org.hk 

 

**請於遞交回條後致電 2479 0022 與博愛醫院董事局企業傳訊及籌募部石潤慈小姐或劉

敏姿小姐聯絡，以確認有關回條已被收妥。 

 

本團體樂意組織       隊慈善表演隊伍參與「博愛武林大會 2020」慈善活動。 

 

團體名稱: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郵:                                  傳真:                                     

表演項目詳情 

第一隊 

 

表演項目名稱(1) :                                                 

 

表演人數 :            人        表演時間 :           分鐘(最多 5分鐘) 

 

第二隊 

 

表演項目名稱(2) :                                                 

 

表演人數 :            人        表演時間 :           分鐘(最多 5分鐘) 

 

閣下所填寫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博愛醫院或受其委託服務提供者只用作活動登記、捐款處理、寄發收據、募捐及其他與本院相關的

宣傳事務之用途。若 閣下不願意收到上述資訊及資料，請在方格內加上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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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合辦 

博愛武林大會 2020 

日期：2020年 1月 5日 (星期日) 

地點：荃灣體育館 

 

司儀稿回條 

(請於 2019年 11月 27日或以前示覆)  

遞交表演項目講稿方法： 

 請以 whatsapp形式將文字版講稿傳送至 6182 2033或 9152 1180；或 

 以電郵傳送至 cco2@pokoi.org.hk 

 

團體名稱   :                                                      

 

聯絡人姓名  :                       聯絡電話 :                     

 

出場序編號  :                                                      

 

表演項目名稱 :                                                     

 

表演人數   :              人      表演時間 :     分鐘 (最多 5分鐘) 

 

表演項目講稿 (限 200字) : 

(請簡介表演項目內容，司儀將會代各單位向觀眾介紹，如有任何修改，各隊伍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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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合辦 
  博愛武林大會 2020 

 贊 助 回 條 
(請於 2019年 11月 1日或以前示覆) 

聯絡資料(請用正楷填寫): 

姓名/團體名稱(中文):                                                          
 
地址      :                                                                    
 
聯絡人    :                  職位  :                                               
 
聯絡電話  :                  電郵  :                                               
 
日期      :                  簽署  :                                               
 
我們樂意支持「博愛武林大會 2020」慈善活動: 
○ 贊助場刊廣告 鳴謝 

     參與表演的武術單位/團體或商業機構: 
【 】半頁:    HK1,200.-,共__頁,贊助費用共 HK$                            

    【 】單頁全版:HK2,000.-,共  頁,贊助費用共 HK$          
【 】雙頁連版:HK4,000.-,共  頁,贊助費用共 HK$          

 

     非參與表演的單位/團體或商業機構: 
【 】半頁:    HK2,000.-,共__頁,贊助費用共 HK$          

    【 】單頁全版:HK3,800.-,共  頁,贊助費用共 HK$          
    【 】雙頁連版:HK6,800.-,共  頁,贊助費用共 HK$          
 

     尺寸: 半頁    210mm(闊)x148.5mm(高) 
           單頁全版 210mm(闊)x297mm(高) 
           **(出血位: 每邊 5mm) 

     顏色: 全彩色 
     版位: 內頁(由主辦單位安排) 
     稿件: 請於 2019年 11月 16日前提供電腦檔案.ai及.jpg 
           (解像度最少 300dpi) 
           如需要協助設計簡單稿件,設計公司將另行收費,大約 HK$1,000- 

1)鳴謝刊登於活動場刊; 
2)博愛醫院網頁內 

○贊助善款 鳴謝內容 
【 】鑽石贊助 

HK$32,800 
-大會將邀請贊助商或贊助人出席活動當日（1月 5日）典禮儀式; 
-活動主禮嘉賓將致送紀念品予贊助商或贊助人; 
-場刊廣告封底內頁全版,稿件由贊助商或贊助人提供。 
-免費太極課程(合共三節，每節 1.5小時)。 
-於「博愛醫院」網頁及年報內鳴謝贊助商或贊助人。 

【 】翡翠贊助 
HK$12,800 

-大會將邀請贊助商或贊助人出席活動當日（1月 5日）典禮儀式; 
-活動主禮嘉賓將致送紀念品予贊助商或贊助人; 
-場刊廣告全彩色內頁全版,稿件由贊助商或贊助人提供 
-於「博愛醫院」網頁及年報內鳴謝贊助商或贊助人。 

【 】黃金贊助 
HK$8,800 

-大會將邀請贊助商或贊助人出席活動當日（1月 5日）典禮儀式; 
-致送紀念品予贊助商或贊助人; 
-場刊廣告全彩色內頁半版，稿件由贊助商或贊助人提供 
-於「博愛醫院」網頁及年報內鳴謝贊助商或贊助人。 

【 】愛心贊助 
HK$4,800 

-大會將邀請贊助商或贊助人出席活動當日（1月 5日）典禮儀式; 
-於「博愛醫院」網頁及年報內鳴謝贊助商或贊助人。 

【 】其他贊助 
HK$__________ 

-鳴謝刊登於活動場刊及博愛醫院網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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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合辦 

                博愛武林大會 2020 

 

贊助表格 

 贊助人姓名 贊助金額 如需收據，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贊助總額：   

 

交付善款方法 

1. 請隊伍負責人集齊各隊員贊助表格及善款，並以現金或支票(抬頭請寫「博愛醫院」)     

存入本院銀行賬戶，資料如下: 

  銀行賬戶名稱 : 博愛醫院或 Pok Oi Hospital 

      賬戶編號 : 滙豐銀行 004-543-158976-001 

                   恒生銀行 024-221-166333-001  

                   中國銀行 012-588-00083616 

                   上海商業銀行 025-352-82-02550-2 

2. 善款存妥後，請隊伍負責人連同贊助表格、隊伍籌款總額資料及銀行存根於 2019 年

11月 1 日（星期五）或以前一併寄回「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

UG層」或傳真至 2479 5025，「博愛醫院董事局企業傳訊及籌募部」收: 

3. 請自行影印贊助表格及存款單作副本，以便核對; 

4. 捐款港幣 100元或以上，將獲發免稅收據。參加者/贊助人如需收據，請於贊助表格

中收據欄內填上“√”。有關贊助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收據將於活動後發出，由

各隊伍負責人代為分發予各參加者及贊助人。 

5. 若表格空位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此表格或登入「博愛醫院」網頁 www.pokoi.org.hk

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