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人資料

姓名： 教授 / 博士 / 先生 / 女士 / 太太 性別：  女  男 
電話號碼： 手提號碼： 公司名稱： 

通訊地址： 傳真號碼： 電郵： 

如 閣下是浸大校友，請填寫下列資料：

畢業年份： 主修：

捐款收據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本機構同意大學透過刊物或網頁鳴謝是項捐款或贊助。  是   否 

捐款或贊助形式

 本人樂意捐資，並參加比賽。 
(首選開球時間：  7:30 a.m.   1:00 p.m.   無特別要求 閣下的香港哥爾夫球會會員編號(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樂意捐資，但未能抽空參加比賽。

 團隊參賽贊助 
2017年 9月 22日前報名 2017年 9月 22日後報名 

藍鑽石贊助 (可派 4隊參賽)  HK＄140,000  HK＄150,000
鑽石贊助 (可派 3隊參賽)  HK＄100,000  HK＄108,000
白金贊助 (可派 2隊參賽)  HK＄67,000  HK＄72,000
金贊助 (可派 1隊參賽)  HK＄38,000  HK＄40,000 
銀贊助 (可派 1隊參賽，只供浸大校友組隊，每隊須有至少兩位校友參賽。)  HK＄24,000  HK＄26,200

 個人參賽贊助 鈦贊助 (可派 1人以個人名義參賽)  HK＄6,000  HK＄6,800 
銅贊助 (可派 1位浸大全日制學生參賽) 學生優惠價：  HK＄600 

 廣告板贊助 呎吋：6 呎(闊) x 3 呎(高) 每面 HK＄16,000   面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贊助： 獎品贊助 (可派 1隊參賽)  HK＄80,000 飲品贊助  HK＄20,000 

晚餐贊助  HK＄75,000 高爾夫球車贊助  HK＄20,000 
早午餐贊助  HK＄55,000 運動帽贊助  HK＄15,000 
獎項命名贊助  HK＄40,000 活動背板贊助  HK＄12,000 
攝影及錄影贊助  HK＄25,000 高爾夫配件贊助  HK＄12,000 

刊登名字於兩份特刊  HK＄1,800 
只刊登名字於一份特刊  HK＄1,000 

 報章特刊贊助： 刊登名字及商標於兩份特刊  HK＄4,600 
只刊登名字及商標於一份特刊  HK＄2,400 

 現金捐款（請註明金額）：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參賽贊助費用包括果嶺費、球車費(二人同車)、早午餐、自助晚餐及紀念品。 

＊ 港幣一百元或以上的捐款／贊助費可憑正式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 2017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前報名之參賽者可享早報優惠，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敬請盡早回覆。

捐款及報名方法

 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浸會大學基金」） 請將支票連同此贊助表格郵寄至：
香港 九龍塘 香港浸會大學 發展事務處 

 信用卡： 
  VISA 卡
  MASTER 卡 

持卡人姓名： 
銀行名稱：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確認碼(3 位數字碼)： 

有效期至(月/年)： 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直接存入「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恒生銀行戶口 
(賬號：283-338366-019) 

請將銀行存根連同此贊助表格傳真至 3411-5689 或郵寄至： 
香港 九龍塘 香港浸會大學 發展事務處 

資料查詢：   聯絡: 發展事務處  電話號碼: 3411-7795 (左小姐) / 3411-7789 (温小姐)  傳真號碼: 3411-5689  電郵: golfday@hkbu.edu.hk 

如需下載贊助表格及參考活動資料，請瀏覽活動網頁：http://uao.hkbu.edu.hk/golf2017/ 

香港浸會大學十分尊重捐款人的私隱，為此，大學已制定私隱政策，確保教職員遵循資料保安及保密的最嚴格標準，以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要求。大學收集及保存捐款人及潛在捐款人的個人資料，

用於有關捐款事宜、邀請出席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基金舉辦的活動及聚會、發放大學及基金的消息、分析數據及製作統計報告。根據私隱條例的規定，任何人士有權查閱或更正提供予浸大的個人資料。如欲查閱

或更正閣下的個人資料，請把相關查詢或要求電郵至 hkbuf@hkbu.edu.hk。 

截止日期： 

2017-10-6 
(星期五) 

活動

(SOLD)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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