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物醫生步行日 2008》報名表格 

報名辦法： 
- 郵寄報名 - 請填妥報名表格，連同捐款支票寄回至動物醫生。 

地址：大埔郵政信箱 45 號        郵寄截止日期：2008 年 12 月 6 日 
- 傳真報名 - 請填妥報名表格，連同銀行入數紙傳真至動物醫生，再將正本寄回本會。 

傳真號碼：2651 9983            傳真截止日期：2008 年 12 月 8 日 
- 收到報名表格後，動物醫生將以電話及郵寄方式通知參與人士。 
- 歡迎即日現場報名參加，請以支票支付捐款，當日不接受現金。 
- 報名一經接納，所有款項均不獲退還。 
- 動物醫生對報名人士及動物之參加資格，保留最終決定權。 
 
凡完成步行的主人與愛寵，均獲發紀念狀，以作表揚。每位參與人士與寵物，均獲贈

由贊助商贊助的精美紀念品。首三百位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報名者，每張成功申請表格

均獲贈《動物醫生步行日 2008》限量版狗兒圍巾乙條 。 ( 以每張參加表格計算 ) 

 

籌款總額達港幣 500 元，將獲贈動物醫生 2009 座枱月曆；籌款總額超過港幣 1000 元

或以上，將獲贈由贊助商捐贈的不同禮物。籌款總額最高五位人士，將獲大會頒贈《動

物醫生愛心慈善家》榮譽獎座，以作嘉許。 ( 禮品限量派發，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查詢熱線： 2651 9982 
如有需要，請影印此表格或於www.doctorpet.org.hk下載。 

 

《 動物醫生步行日 2008 》報名表格 

                                  報名編號：                         

                                                          (只供本會填寫) 

參加者個人資料 

［請用正楷填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証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日間)                (夜間)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參加形式 
＊請  合適方格    

 以個人名義參加   最低籌款額：港幣一百元 

http://www.doctorpet.org.hk/


 以家庭 / 朋友名義參加 

   指定人數 – 二人       最低籌款額：港幣二百元 
三人       最低籌款額：港幣二百五十元 

              四人       最低籌款額：港幣三百元 

凡超過最高上限人數，其餘成員請以另一報名表申請。 

 
 帶同愛寵出席     

姓名  年齡  品種  
   
   
   
   
 

攜同參與之成員姓名 

姓名  與參加者之關係 

  
  
  
  
 
 

以公司/團體名義參加，捐助善款以贊助《動物醫生步行日 2008》 
贊助類別 贊助善款 樂意派隊支持步行日 

(大會將提供隊伍名牌) 
捐款金額 

HKD$ 
樂意在開步禮

上接受紀念品 
金贊助 

隊伍名稱 

           

HK$38,000 或

以上 

      人(最多 100 人)

 

       愛寵(最多 50 頭)

HK $ 

     

                

Yes / No 

銀贊助 

隊伍名稱 

           

HK$28,000 或

以上 

       人(最多 60 人)

 

       愛寵(最多 30 頭)

HK$ 

     

                

Yes / No 

銅贊助 

隊伍名稱 

           

HK$18,000 或

以上 

       人(最多 40 人)

 

       愛寵(最多 20 頭)

HK$ 

     

                

Yes / No 

 總金額:                     
＊ 凡贊助之公司/團體之商標將印於活動舞台佈景板及本會宣傳資料，並於活動大會上宣讀

贊助商名稱；本會將提供攤位，供贊助之公司/團體可在活動當日派發及售賣宣傳物品及

紀念品(需預先得到本會批核，本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本人未能抽空出席，但願意捐贈一點心意。 
HK$300     HK$500    HK$1,000    其他 HK$             

購買接駁巴士車票 

路線 A ( 香港線 )  
起程 : 北角地鐵站(8:45 am)  金鐘地鐵站(9:10 am) 大欖郊野公園 
數量 ：_____  HK$55                                   共: HK$_____ 
回程 ：大欖郊野公園(2:30 pm) 金鐘地鐵站(3:15pm)  北角地鐵站(3:35 pm) 
數量 ：_____  HK$55                                   共: HK$_____ 
 

路線 B ( 九龍線 + 新界線 )  
起程 : 九龍塘地鐵站(9:00 am)  大圍火車站(9:20am) 大欖郊野公園 
數量 ：_____  HK$50                                   共: HK$_____ 
回程：大欖郊野公園(2:30 pm) 大圍火車站(3:10pm)  九龍塘地鐵站(3:30 pm) 
數量 ：_____  HK$50                                   共: HK$_____ 
  

路線 C ( 新界線 ) 
起程 : 荃灣地鐵站(9:00 am)  屯門市中心(9:30am) 大欖郊野公園 
數量 ：_____  HK$50                                  共: HK$_____ 
 
回程 ：大欖郊野公園(2:30 pm) 屯門市中心(3:00pm)  荃灣地鐵站(3:30 pm) 
數量 ：_____  HK$50                                   共: HK$_____ 
 

路線 D( 西貢線 + 將軍澳線 ) 

起程： 西貢普通道停車場(8:45 am) 將軍澳寶琳站(9:10 am)  
      大欖郊野公園 
數量: _____  HK$50                                      共: HK$_____ 
 
回程 ：大欖郊野公園(2:30 pm) 將軍澳寶琳站(3:15 pm)  
       西貢普通道停車場(3:30 pm) 
數量: _____  HK$50                                      共: HK$_____ 
 
                             

路線 E ( 元朗線 ) 
起程 : 新元朗中心9:30 am / 9:45 am / 10:00am / 10:15 am (請圈出合適時間 )  
大欖郊野公園 
數量 ：_____  HK$30                                  共: HK$_____ 



回程 ：大欖郊野公園(2:30 pm) 新元朗中心(2:45pm)  
數量 ：_____  HK$30                                  共: HK$_____ 
(根據資料所得，凡舉行大型活動，往返郊野公園之交通將非常擠塞，請盡量使用接駁巴士服

務。) 

 

贊助金額  

［請用正楷填寫］ 

編號 贊助人姓名 
 

金額 (港幣) 如需收據，請「 」 
(捐款達港幣 100元以上，可獲

發出收據作報稅之用。)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贊助款項合共： ________________ 
 

贊助款項 HK$________ + 購買車票 HK$________ =總數 HK$：_____________ 
 ( 動物醫生乃香港政府註冊慈善團體，捐款達港幣 100 元以上，可獲發出收據作報稅之用。本會將於

2009 年 4 月 1 日開始分批寄回收據予各家庭 / 朋友 / 公司 / 團體或個人參加者，以分發給各贊助人。) 

(如有需要，請影印此表格或於www.doctorpet.org.hk下載。) 

 

http://www.doctorpet.org.hk/


付款方法  

 劃線支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發行銀行__________________ 
（抬頭請寫『動物醫生』，並在支票背頁寫上閣下的姓名，與報名表格一併寄回本會。） 
 

  直接存入本會户口  恒生銀行    356-187757-001 
  （請將存款單收據背頁寫上閣下的姓名，與報名表格一併寄回本會。） 
 
本人 / 家庭 / 朋友 / 公司 / 團體已閱讀《動物醫生步行日 2008》有關的注意事項，

並願意遵守主辦機構所定下的所有守則。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 / 朋友 / 公司 / 團體以申請者為代表簽署 )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方式申請者，請連同回郵信封及參加表格一併寄回。你的一分一毫，將有助拓展

動物醫生這個富有意義的計劃。 

 

注意事項 
參加方法 
1) 歡迎各界人士以郵寄申請或即日現場報名參加。郵寄申請截止日期為 2008 年 12

月 6 日。傳真截止日期：2008 年 12 月 8 日。請勿郵寄現金。 
2) 凡完成步行的主人與愛寵，均獲發紀念狀，以作表揚。每位參與人士與寵物，均

獲贈由贊助商贊助的精美紀念品。首三百位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報名者，每張成功

申請表格均獲贈《動物醫生步行日 2008》限量版狗兒圍巾乙條 。 ( 以每張參加表

格計算 ) 

3) 籌款總額達港幣 500 元，將獲贈動物醫生 2009 座枱月曆；籌款總額超過港幣 1000
元或以上，將獲贈由贊助商捐贈的不同禮物。籌款總額最高五位人士，將獲大會

頒贈《動物醫生愛心慈善家》榮譽獎座，以作嘉許。 ( 禮品限量派發，先到先得，派

完即止。) 
4) 成功以郵寄或傳真報名者，主辦機構將以電話及郵寄方式通知參與人士。 
5) 即日現場報名者，請以支票付款，當日不接受現金。 
6) 動物醫生乃香港政府註冊慈善團體，捐款達港幣 100元以上，可獲發出正式收據

作報稅之用。本會將於 2009 年 4 月 1 日開始分批寄回收據予各家庭 / 團體或個人

參加者，以分發給各贊助人。 
 

 
 



登記手續 
1) 2008 年 12 月 14 日上午 9 時開始，本會將於大欖郊野公園管理站側之大草地辦理

登記手續。 ( 見附圖 ) 
2) 如參加者帶同愛犬出席活動，必須出示有效之防狂犬病注射証明文件，以及狗隻

必須已植入晶片。任何狗隻未能出示文件者均不能參與活動。 
 
大會規則 
1) 凡參加活動的狗隻必須滿 5 個月大，並已接受防狂犬病、腸炎及狗瘟注射。狗主

必須出示有關注射的証明文件。( 狗牌或針咭 ) 任何狗隻未能出示文件者均不能

參與活動。 
2) 請為他人著想，只帶友善、不具攻擊性的狗隻出席。 
3) 懷春期的雌狗不能參加此活動。 
4) 狗主必須在活動中用狗帶牽引狗隻。本會不接受伸縮性狗帶。 
5) 動物醫生有權拒絕任何人士及動物參加此項活動。 
6) 任何參加者或動物在活動中發生之意外，包括死亡、受傷、疏忽、或財物損失事

故等，主辦機構、各贊助機構及支援機構無須作出賠償或負上任何法律責任。 
7) 若因天氣影響而取消活動，動物醫生將於當天早上 8 時前於本會網

頁www.doctorpet.org.hk及電台宣佈有關消息。 
 
交通安排 
1) 由於場地所限，活動當日不設車位供應。駕車人士可先到新元朗中心的停車場泊

車，然後自行選擇採用之交通工具。本會在新元朗中心設置接駁巴士服務，每位

單程費用 30 元。參加者須事先向本會購買車票，不設即場購票服務。購票詳情請

聯絡動物醫生，電話： 2651 9982。 
2) 根據資料所得，凡舉行大型活動，往返郊野公園之交通將非常擠塞，請盡量使用

接駁巴士服務。 
3) 所有車票只作乘車用途，請參加者依時到達候車處。所有車票不能退款。 
4) 每位乘客最多可帶兩隻寵物上車，寵物費用全免。 
5) 乘客必須適當控制狗隻及為牠們帶上狗帶，以確保安全。 
 
接駁巴士路線、班次及費用： 
路線 A ( 香港線 )  
起程 ：西灣河地鐵站 (8:45 am)  金鐘地鐵站 (9:10 am) 大欖郊野公園 
回程 ：大欖郊野公園 (2:30 pm) 金鐘地鐵站 (3:15 pm) 西灣河地鐵站 (3:35 pm) 
費用: 單程 55 元 
 
 
 



路線 B ( 九龍線 + 新界線 ) 
起程：九龍塘地鐵站 (9:00 am)  大圍火車站 (9:20 am) 大欖郊野公園 
回程 ：大欖郊野公園(2:30 pm) 大圍火車站 (3:10 pm) 九龍塘地鐵站 (3:30 pm) 
費用: 單程 50 元 
 
路線 C ( 新界線 ) 
起程 ：荃灣地鐵站 (9:00 am)  屯門市中心 (9:30 am) 大欖郊野公園 
回程 ：大欖郊野公園(2:30 pm) 屯門市中心 (3:00 pm)  荃灣地鐵站 (3:30 pm) 
費用: 單程 50 元   
 
路線 D( 西貢線 + 將軍澳線 ) 

起程：西貢普通道停車場(8:45 am) 將軍澳寶琳站(9:10 am)  
      大欖郊野公園 
回程 ：大欖郊野公園(2:30 pm) 將軍澳寶琳站(3:15 pm)  
       西貢普通道停車場(3:30 pm) 
費用: 單程 50 元 
                           
路線 E ( 元朗線 ) 
起程 : 新元朗中心 (9:30 am / 9:45 am / 10:00am / 10:15 am ) 大欖郊野公園 
回程 ：大欖郊野公園(2:30 pm) 新元朗中心 (2:45pm)  
費用: 單程 30 元 
 
(每位乘客最多可帶兩隻寵物上車，寵物費用全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