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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快車慈善高爾夫球日2021 

 

日期 

 

: 

 

2021年 3月 26日（星期五） 
   

地點 :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賽制 : 比桿賽－雙佩奥利亞制  

   

開球時間 : 下午 1時 15分（散彈槍式比賽） 

   

參加形式 : 可自行組隊（以四人一隊為組合）*以先到先得形式接受報名  

  
(各獎項只限予十六歲以上未曾代表所屬國家地區參加高球賽事之

業餘球手) 

   

參加費用 : 每隊HK$30,000 (四人一組)* 包括 

  a) 18洞果嶺費 

  b) 球車費  

  c) 自助午餐  

  d) 自助晚餐 

   

獎項 : 團隊及個人 

   

贊助類別 : a) 贊助優惠組合 

  b) 球隊贊助 

  c) 場刊彩色廣告 

  d) 球洞廣告 

  e) 獎品捐助 

  f) 現金捐助 

   

服飾 : 高爾夫球運動服裝 

   

主辦機構 : 健康快車 

協辦機構 :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如少於四人參加之隊伍，將由主辦單位代為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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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車慈善高爾夫球日2021 

 
贊 助 表 格 

 

A. 贊助優惠組合 

贊助優惠組合 免費參賽人數 鳴謝(由大會安放於指定位置) 

白金贊助 HK$90,000 
12位成員即 3

隊 a) 廣告板 1塊 3米(闊)x1米(高) 

b) 全版場刊廣告 

c ) 贊助人/機構之名稱或商標於以下項目： 

⚫ 場刊 

⚫ 場地背板 

金贊助 HK$60,000 8位成員即 2隊 

銀贊助 HK$40,000 4位成員即 1隊 

球隊贊助 HK$30,000 4位成員即 1隊 

 

B. 場刊彩色廣告 

內頁全版：HK$6,000  

封面／封底內頁全版 : HK$8,000 
鳴謝 

 

版位分配將以先到先得為準 

4色廣告規格 : 出血位-154mm(闊) x 216mm(高) 

書刊切位面積-148mm(闊) x 210mm(高)  

 

請於 2021年 3月 5日（星期五）或之前提供電腦檔案（ai及 jpeg） 

 

贊助人/機構之名稱或商標於以下項目： 

a) 場刊 

b)  場地背板  

 

C. 球洞廣告  

每洞 HK$18,000 : 1號或 10號球洞 

每洞 HK$13,000 : 2-9號或 11-18號球洞 

鳴謝 

贊助人/機構之名稱或商標於以下項目： 

a) 場刊 

b)  場地背板 

以上費用包括廣告板製作費 

廣告板規格為 3米(闊) x 1米(高) 

請於 2021年 3月 5日（星期五）或之前提供電腦檔案（ai及 jpeg） 

 

D. 獎品／現金捐助 

於頒獎禮上由司儀鳴謝 鳴謝 

贊助人/機構之名稱或商標於以下項目： 

a)  場刊 

b)  場地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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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車慈善高爾夫球日2021 

致:  高安妮小姐–健康快車 

電話: 2861-0862 

傳真: 2357-9356 

電郵: lifeline@golf007.com 

 請於 2021年 3月 5日（星期五）或之前將表格寄回 

 
A. 贊助優惠組合 

  本人／公司願意參與： 

□ 白金贊助 @ HK$90,000 x ___________組合 

□ 金贊助   @ HK$60,000 x ___________組合 

□ 銀贊助   @ HK$40,000 x ___________組合 

□ 球隊贊助 @ HK$30,000 x ___________ 隊（每隊四人） 

 

合共: HK$                      

 

B. 場刊廣告 

□ 內頁全版       : HK$6,000 x ______頁 

□ 封面／封底內頁全版   : HK$8,000 x ______頁 

 

C. 球洞廣告 

□ 1或 10號球洞 : _____________________號球洞HK$18,000/洞 

□ 2-9號或 11-18號球洞 : _____________ 號球洞HK$13,000/洞 

 

D. 現金／獎品捐助 

□ 現金捐助總額：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捐助獎品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獎品價值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  

地址 :  

聯絡人 : 職銜 : 

電話  :                                  傳真 :                                 

電郵 :  

於場刊之鳴謝人名稱 :  

  (大會將按上述名稱發出收據及鳴謝，如有不同，請註明。) 

球隊名稱 :                                                           (如適用)  

隊員名稱  : 1.                                       先生/女士 (隊長)                                   

  2.                                       先生/女士                                                             

  3.                                       先生/女士                                                             

   4.                                       先生/女士                                                             

捐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以下地址，支票抬頭請註明「健康快車香港基金」 

寄: 健康快車香港基金 九龍觀塘開源道 54號豐利中心 5樓 504室 

高安妮小姐收 

回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