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香港電子及綫路板業聯會保齡球聯賽

HK Electronic & PCB Associations Bowling Competition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

合辦單位:

Ref. No.: M-17-035 (2017/7/3)
由香港電子業商會及香港綫路板協會再次聯合舉辦之「2017 香港電子及綫路板業聯會保齡球聯賽」
謹定於 8 月 12 日（星期六）於奇樂保齡天地舉行。希望是次比賽能為各商會會員提供聚會機會，
運動之餘亦可多聯誼溝通，增強聯繫。歡迎各會員踴躍參加。
比賽名額有限，報名將以先報先得機制處理（並以辦妥繳款為準）。
活動詳情
日期
地點

: 2017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
: 奇樂保齡天地
（地址：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633 號灣景花園商場低層一樓 電話：852-2116 1498）
集合
: 上午 10:00 到場登記（保齡球館內）
上午 10:30
練習時間（球館於 9:00 開放使用，參賽者可於此時間前自行付費練習］
上午 10:40
比賽開始
下午 1:00
午宴及頒獎儀式
比賽賽制 : 隊際賽及個人賽（兩項比賽同時進行，以隊伍總積分及個人總積分定勝）
獎項及獎品 : 1. 隊際賽冠、亞、季軍（各得獎盃及獎金分別 HK$3,000、1,800 及 900 元）

參賽費用
參賽人數
截止日期
備注

2. 個人賽(私人自携球) 冠、亞、季軍（各得獎盃及獎金分別 HK$1,000、600 及 300 元）
3. 個人賽(大會提供球) 冠、亞、季軍（各得獎盃及獎金分別 HK$1,000、600 及 300 元）
4. 隊際進步獎
5. 商會杯
: 隊際賽 HK$900、個人賽 HK$300（費用包括參賽費、午餐及飲料）
比賽接受個人參賽者參加（僅少量名額，報名從速，額滿即止）
: 每隊須由同一間公司之三人組成（男女不限）
［一間公司限報一隊，名額有限，先報先得，以繳款先後為準］
: 2017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 ［請填妥附頁回條傳真或電郵致本會］
: 1. 比賽細則將另行通知，敬請密切留意；
2. 歡迎啦啦隊到場支持

如有查詢，請致電以下商會:
商會名稱
聯絡人
Hong Kong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香港綫路板協會
陳小姐 (852) 2155 5099
主辦單位:
Hong K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香港電子業商會 徐小姐 (852) 2117 8492
專此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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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
「2017 香港電子及綫路板業聯會保齡球聯賽」
日期 : 2017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
時間 : 10:00 ~ 13:00
地點 : 奇樂保齡天地（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633 號灣景花園商場低層一樓）

請於 2017 年 7 月 28 日前回覆
Please reply by July 28th, 2017
傳真號碼 Fax#: (852) 2155 9099
Email: maggiechan@hkpca.org

 吾等希望參加「2017 香港電子及綫路板業聯會保齡球聯賽」活動。
所屬商會: 香港電子業商會 (HKEIA) 香港綫路板協會 (HKPCA)香港電器業協會 (HKEAIA)
參加者資料
人數
(No.)

中文姓名 (Chi. Name)

英文姓名 (Eng. Name)

手提號碼
(Mobile#)

以下列球種作賽

參加午宴
請 "√"

私人自携球

大會提供球
私人自携球

大會提供球
私人自携球

大會提供球
參加午宴總人數：

隊際賽 HK$900
費用 Payment
個人賽 HK$300

1
2
3

聯絡人資料
(中文)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電話 Tel#

(English)

職位 Title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ID
參加及繳費辦法 （請於截止日期前繳費，逾期作取消論）
PAYMENT METHOD (In order to secure the reservation, please settle the payment by the deadline)
1)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請填“香港綫路板協會有限公司”) 郵寄至本會; 或
By Cheque (Please mail us the cross cheque payable to : “Hong Kong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Ltd”)
2) 銀行入數 (本會匯豐銀行帳號: 469-089601-838) 請將銀行收據傳真至 852-2155 9099
Bank-in (Please bank-in the payment to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C #: 469-089601-838 and fax the bank slip to 852-2155 9099)
收據只會在會員要求下發出. 如需要收據，請在方格內填上‘X’號 

Official Receipt will only be issued by request. If Official Receipt is required, please make a cross “X” 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