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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Mizuno Let's Run 2016 全民螢火夜跑挑戰賽」報名表格 
報名方法： 1. 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恕不另行通知。 

2. 成功報名之參加者將收到大會電郵確認書。 

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以郵戳日期為準，逾期將不獲處理。 

查詢電話： 6112 1063  查詢電郵：letsrun@nmg.com.hk 

*必須提供的資料 

性別*    □男   □女 

參加組別*   □三公里個人賽   □十公里個人賽 

參加者資料 

姓名（中文）* 姓                                              （須與身份證相同） 

    （英文）* 姓                                              （須與身份證相同） 

香港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只要輸入頭 3 個數字及英文字母，例如：A123） 

出生日期（日/月/年）*          日         月         年 

(參加者須年滿 13 歲或以上，如參加者年滿 70 歲或以上，請提供身體狀況證明) 

手提電話 *                                   其他聯絡電話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會將郵確認通知書及活動資訊予參加者，請務必填寫此欄。）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病歷紀錄（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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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衣尺碼*: □ XS □ S □ M □ L □ XL 
 

 

   □橙色     □粉紅色     □藍色 

跑衣尺碼 (cm) XS S M L XL 

胸圍 (Chest width) 48 50.5 52 57 61 

身長 (Body Length) 68 70 72 75 78 

(跑衣是根據較你所輸入的大小分配。尺碼僅供參考，大會並不會保證能提供參賽者所預定的跑衣尺碼及顏色，

所選擇尺碼及顏色將視乎存貨量而作適當分配。)  

 

緊急聯絡人姓名 *                                       □先生 □女士 □小姐 

緊急聯絡人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取選手包地點： 

Mizuno 專賣店 - Tokyo Sports   

地址：九龍彌敦道 216-228A 恆豐中心 UG15-17 

日期：2016 年 10 月 14 至 10 月 16 日 

時間：上午 10 時 至 下午 10 時 

 

新 MONDAY 

地址：觀塘鴻圖道 82 號新傳媒集團中心 

日期：2016 年 10 月 17 至 10 月 18 日 

時間：上午 11 時 至 下午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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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聲明 

本人現報名參加「NM+‧Mizuno Let's Run 2016 全民螢火夜跑挑戰賽」及一切有關活動 (總稱「活動」)，本

人願意遵守由大會所訂的條文及規則，並同意以下所列各點： 

1） 本人具備基本之跑步技術，自願參加是次活動。 

2） 本人會遵守所有由主辦單位提出之活動規例及當日之臨時安排及決定。 

3） 本人是自願參加此活動和願意承擔自身的意外風險及責任，並無權向大會對本人往返活動場地途中、活動

中發生或其引致之自身意外、死亡或任何形式的損失提出索償或追討責任。 

4） 本人願意授權予及同意大會及傳媒在不需要審查情況及不需要本人另外同意下而可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

肖像、姓名及聲線作為籌辦及推廣活動之用。 

5） 本人簽署此報名表格即表示同意及確認所有列明之大會規則、條款及細則、報名私隱政策，與免責及聲明，

以及所有不時於活動網站更新的任何更改。 

6） 有關報名費用將不能退回，亦不能用作參與未來其他活動。 

7） 本人確認所提供的資料正確無誤。 
 

報名費付款保證 

本人謹此聲明並作出保證，所有直接或間接參加「NM+‧Mizuno Let's Run 2016 全民螢火夜跑挑戰賽」之報

名費，將於指定截數日期或之前悉交付予主辦單位。是次活動之所有報名費，扣除開支後，部分將撥捐希望種

子籃球。如因天氣或其他非人力控制的環境影響，主辦單位有權更改或取消是次活動。 

□ 我 / 及監護人 已同意上述之須知及條款細則。未滿 18 歲必須帶備已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的家長同意書。 

大會擬使用閣下的姓名及聯絡資料（例如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及 / 或通訊地址）作為於附上之個人資料收集聲

明中所列的產品、服務或宣傳活動的直接促銷用途，但大會在未得到閣下同意的情況下，不可如此使用閣下的

個人資料。 

請於以下空格選取其一（必須選擇）： 

□本人同意本人的個人資料用作建議的直接促銷用途。 

□本人反對本人的個人資料用作建議的直接促銷用途。 

繳款方法 

報名費用    HK$230 

□ 郵寄支票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畫線支票，枱頭請寫「New Monday Publishing Limited」，郵寄至「九龍觀塘鴻圖道

82 號新傳媒集團中心 4 樓《新傅媒》市場部」收，並於信封面註明「NM+‧Mizuno Let's Run 2016 全民螢火

夜跑挑戰賽」。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成功報名之參加者將會收到大會的電郵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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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參加者於填寫報名表前，請小心閱讀以下之重要事項細則。 

2. 參加者必須同意遵守及接受參加者須知及其細則。 

3. 所有參加者必須詳閱及填妥個人資料(私隱)政策中的聲明，所有個人資料只供是次活動登記之用，並絕對保

密。 

4. 參加者必須年滿 13 歲或以上，如參加者年滿 70 歲或以上，請提供身體狀況證明。參加者須掌握基本跑步

安全知識。 

5. 參加者如未滿 18 歲，必須得到家長或監護人以書面形式同意並簽署作實，簽署後須以電郵、傳真或郵寄方

式交回，經確認後方可參加是次活動。 

6. 每人只可參加其中一個組別。大會保留提早截止報名的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各組別名額先到先得，額

滿即止。 

7. 重複報名只作一人計算，活動不設退款或轉名安排。而逾期報名及現場報名恕不受理。費用不設收據。 

8. 報名一經確認，所有報名費將不獲退回。若參加者提供錯誤資料、未能於報名截止日期前繳交報名表格及

費用，或不依從正確報名程序報名，大會將保留拒絕有關申請之權利。 

9. 參加者不可擅自轉換參加組別；號碼布不得轉讓或轉售別人。 

10. 鑑於存放地方有限，建議參加者攜帶適量衣物。大會設置行李寄存區，但敬請注意，如寄存物品有任何損

失或損毀，大會概不負責。參加者不宜寄存任何貴重物品。 

11. 大會將於沿途設有水站提供蒸餾水予參加者。請參加者注意身體狀況及多喝水。 

12. 參加者應跟隨大會標示的賽道前進，嚴禁另走捷徑，參加者若被發現違規，將被取消資格。 

13. 參加者如因任何原因需要中途退出，必須於檢查站、支援站或與大會掃尾工作人員辦理退出手續，號碼布

必須交還大會。如在未有通知大會而退出者，將被取消參加資格。在任何情況下，參加者須自行安排交通

工具離開賽道。 

14. 參加者如被發現不符合報名資格、使用非大會提供的號碼布或他人的號碼布參加、代跑、沒有跑畢全程而

衝過終點及其他不當行為等等，其參加資格將被取消，其在比賽中取得的獎項及成績亦會被取消。 

15. 參加者在比賽當天缺席，或因違規而被取消資格，其所繳報名費不會被發還，大會亦不設退款、轉名及轉

賽安排。賽果若有爭議，則以大會最後判決為準。 

16. 大會不設上訴機制。 

17. 所有獎項及紀念品只會於比賽當天的指定時間頒發，大會不設補領、預領和代領。 

18. 任何懷孕或患有慢性疾病如心臟病及高血壓的人士，皆不應參加是次活動。大會在得悉或懷疑的情況下，

將保留取消任何不適宜參加是次活動之參加者資格的權利。被取消資格人士的報名費及其他捐款，將不會

獲退還。 

19. 參加者必須確保其體格適合參加是次活動。 

20. 建議參加者於活動前進行充足的訓練。 

21. 參加者於活動日前如有不適，應諮詢醫生意見，方可參加。 

22. 大會已為是次活動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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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如活動過程中，遇上突發情況（如洪水、山火、山泥傾瀉、塌樹、地震、路面受損毀、打鬥等等），活動

將暫停或取消，參加者須盡快前往安全地方暫避。 

24. 如活動過程中出現意外或受傷，大會將以人身安全為先，盡快提供救援，活動將按情況暫停、延遲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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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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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大會網站公布為準。 

26. 大會有權隨時修改此章程細則，恕不另行通知。 

 

特別天氣安排及須知 

1. 參加者請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天氣預告，如天氣酷熱警告，請在比賽前盡量多喝水。 

2. 如天文台於活動開始前兩小時宣布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是日活動將會取

消。 

3. 如活動進行期間，天文台宣布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是日活動將會暫停或

取消。參加者須盡快前往安全地方暫避。 

4. 如天文台於活動開始前兩小時宣布一號颱風信號或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除非大會另作特別安排，否則

是日活動將如常進行。 

5. 如活動進行期間，天文台宣布一號颱風信號或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除非大會另作特別安排，否則是日

活動將如常進行。 

NM+擁有修改及詮釋以上規則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