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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首届沙巴中华武术•太极精英大汇演
参赛赛名表 （个 参赛）
2017 Sabah First Wushu.Taiji Convention
Competition Registration Form (Individual Event)
姓 名 Name
组 别 Age Group

(必填)
必填) (must fill)
出生日期

性 别 Gender
Date of birth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必填）
必填）Tel (must fill)
fill)：
联系方式 Contact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必填）
必填）Email (must fill)
fill)：

参会费用

□1、 组委会安排食宿者，
三星级酒店标间），
），该费用包含以下内
组委会安排食宿者， 交纳 2380 元/ 人（ 三星级酒店标间
），
该费用包含以下内
容：
1. 大会期间 7 天 6 晚住宿费、
晚住宿费、部分餐费。
部分餐费。从 11 月 17 日晚至 11 月 23 日早。
日早。如因个人
原因放弃，
原因放弃，概不退费.
概不退费.包含 20 号至 2 2 号的旅游费用
1. 1. Package offers by organizer for food and lodging at 3* hotel RMB2380:
17th to
to 23rd Nov. 7 Days 6 Nights. 3 stars hotel, partial meals.
Inclusive of local
local tour 20th to 22nd Nov.

Admin Charges

□2、会务费 380/人
Administration Fee RMB
RMB380 per person. No refund for withdrawing.
withdrawing.

(请在选项前打勾）
请在选项前打勾）
(tick to select)

□1、组委会安排食宿者，
组委会安排食宿者，交纳 2988 元/人（四星级酒店标间），
四星级酒店标间），该费用包含以下内容
），该费用包含以下内容：
该费用包含以下内容：
大会期间 7 天 6 晚住宿费、
晚住宿费、部分餐费。
部分餐费。从 11 月 17 日晚至 11 月 23 日早。
日早。如因个人
原因放弃，
，概不退费.
原因放弃
概不退费. 包含 20 号至 22 号的旅游费用
2. Package offers by organizer for food and lodging at 4* hotel RMB2988:
17th to 23rd Nov. 7 Days 6 Nights. 4 stars hotel, partial meals.
Inclusive of local tour 20th to 22nd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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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务费 380/人
Administration Fee RMB
RMB380. No refund for withdrawing.

参赛报项 (需下载并填报

个人拳术

个人参赛项目报名表

Individual

EXCEL 表格）
表格）

discipline

Competing event. Also

项数/
项数/名称 No of

fill in Summary of

event & name

Individual Performance

个人器械 weapon

form

项数 /名称
No of event &
name

个人项目收费
Individual Event

参 赛 费 用 总 计

元 (RMB)
标准 100 元/项 RMB100

Total Amount:

参会：
参会：
Admin charges

RMB/RM

；参赛：
参赛：

RMB/RM
RMB/RM ; Event;

元；合计：
合计：
RMB Total Amount

(Exchange rate calculation 1 RMB = RM 0.67)
0.67)

2

RMB/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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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备注

If package is ordered, administration fees will be charged
charged at

Other Remark:

RMB380 otherwise RM380 is required for participant who chose to compete and
attend welcoming and Gala dinner only.

健康声明：
健康声明：本人身体健康，
本人身体健康，无重大危险性疾病，
无重大危险性疾病，能够顺利参加大会各项活动，
能够顺利参加大会各项活动，活动期间发生任何
身心健康性疾病的责任由本人负责。
。
身心健康性疾病的责任由本人负责
Disclaimer: I am in good health. I will not hold the event organiser responsible for any
accident happened to me
声明人 Declared by ：

注：

年

月

日

Date

请于 9 月 1 5 日前发送
1．
．赛名表可以电子版赛送组委会，电子邮箱：jmktan1@gmail.com
箱：
1. You can email the Enrolment form to : jmktan1@gmail.com before 06-10-2017
2. 此表可复制，
）下载。
此表可复制，可登录官网（
可登录官网（www.funeitaijisabah.org.my）
下载。
2. You can photocopy the form or download it from https://www.funeitaijisabah.org.my
3. 机票签签自行负负。（提前两
。（提前两个月进行预预）
3. You are responsibled for your return air passage and entry visa. (Be advised to book
your air ticket two months ahead of your travelling schedule)

组委会帐帐：
开户 ： Malayan Banking Berhad, Lintas Branch, 88300 Kota Kinabalu, Sabah
帐 号： 5101 9867 4086
款 ： Persatuan Funei Li Taiji Kota Kinabalu, Sa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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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儿童
儿童组（A 组）：
A1 组 7 岁以下
A2 组 7 岁- 12 岁
2.少年
少年组（B 组）：
B 组： 13 岁- 17 岁

报

Children Category (A group)
（201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A1
日以后出生） born after 1-1-2011
（2010 年出生-2005
年出生）A2
年出生
年出生） born between 2005-2010
Juvenile Category (B group)
(2004 年出生-2000
年出生）B
年出生
年出生） born between 2000-2004

3. 中青年组（C 组）： Middle Age Category (C group)
C1 组： 18～
～29 岁
（1999 年至 1988 年间出生）C1
出生） born between 1988-1999
～44 岁
（1987 年至 1973 年间出生）C2
C2 组： 30～
出生） born between 1973-1987
4.中老年
中老年组（D 组）：Elderly
Category (D group)
）：
～59 岁
（1972 年至 1958 年间出生）D1
D1 组： 45～
出生） born between 1958-1972
D2 组： 60 岁 以上 （195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D2
日以前出生） born before 31-12-1957
Remarks: 1. You can email the Registration form to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at
wongsfa11@yahoo.com or jmktan1@gmail.com
2. You can Photocopy the form or download it from
www.funetaijisabah.org.my
Closing date for registration is 6th October 2017
3.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ir passage and the entry visa to
Sabah, Malaysia
4. The bank account of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for remittance
Is: 组委会帐帐：
Banker：
Banker： Malayan Banking Berhad, Lintas Branch, 88300 Kota
Kinabalu, Sabah
Account No.： 5101 9867 4086
Recipient: Persatuan Funei Li Taiji Kota Kinabalu, Sa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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