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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教牧同工退修會 2020 

【風雨同行 Togetherness in the Storm】 

報名表格 

【聯絡資料 Contact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 Chinese Name      ：          

（與香港身份證或護照相同 Same as HKID or Passport） 

暱  稱 | Other Name（朋友間稱呼使用） ：          

電  郵 | Email Address      ：          

聯絡電話 | Contact No.      ：          

堂會機構 | Church/Organization   ：          

稱  謂 | Title         ：          

 

【身份證明文件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Please submit the scanned copies of your HKID and/or Passport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m※ ※所有參加者均需於報名時提供身份證及護照副本※ 

英文姓氏 | Surname   ：       

英文名字 | Given Name  ：       

性  別 | Gender   ：□ 男 | Male  □ 女 | Female 

香港身份證號碼 | HKID No. ：       

出生日期 | Date of Birth  ：       YYYY/MM/DD 

出生地點 | Place of Birth  ：（請選一項 Please pick one choice）  

□ 中國 Mainland China  □ 香港 Hong Kong  □ 澳門 Macau 

□ 台灣 Taiwan    □ 其他 Other：       

護照號碼 | Passport No.  ：       

護照有效日期 | Date of Expiry ：       YYYY/MM/DD 

※有效日期需於 2020 年 10 月 29 日或以後 Date of Expiry must be after Oct-29, 2020※ 

護照簽發國家／地區 | Country/Authority that Issued： 

（請選一項 Please pick one choice）  

□ 中國 Mainland China  □ 香港 Hong Kong   □ 澳門 Macau 

□ 台灣 Taiwan    □ 日本 Japan    □ 澳洲 Australia 

□ 美國 United States  □ 英國 United Kingdom  □ 加拿大 Canada 

□ 其他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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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證代辦 Taiwan Online VISA】  

※Taiwan Online VISA will be handled by travel agency company※ 

※所有參加者均由旅行社代辦申請網上入台證※ 

 

持香港特區護照、非港澳出生，並沒有到訪過台灣，需自行辦理（需時約 10 個工作天） 

HK and Macau resident who HAS NOT been to Taiwan before as a HK and Macau 

resident, or WAS NOT born in HK or Macao, please apply the VISA by yourself (approx. 

10 working days)  【詳情 Info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overseas-

honk-macao】 

□ 將自行辦理申請入台證，並於 2020 年 4 月 14 日前提交影印本 

I will apply the Taiwan VISA by myself, and will submit the scanned copy by Apr-14, 

2020. 

 

【緊急聯絡 Emergency Contact】 

姓  名 | Name   ：       

關  係 | Relationship ：       

聯絡電話 | Contact No. ：       

 

【行程安排 Flight Information】 

出發航班（香港至台灣高雄） | Departure Flight (HKG to Kaohsiung KHH)： 

 上午 8 時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集合 

Please meet at 8am in Terminal 1,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回程航班（台灣高雄至香港） | Return Flight (Kaohsiung KHH to HKG)： 

（請以 1-3 排列出優先次序，所有航班安排將以大會公佈作準。Please indicate your preference 

by filling 1 to 3, the final decision of the flight arrangement will be announced by EFCC） 

□ 港龍 Cathay Dragon  KA437 2020APR30 1505/1640 

□ 中華 China Airlines  CI935 2020APR30 1735/1910 

□ 港龍 Cathay Dragon  KA455 2020APR27 2130/2300（需自行到機場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by yourself）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overseas-honk-macao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overseas-honk-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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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住宿 Hotel Accommodation】 

□ 單人房   Single Room （需額外增加 | Extra Charge: HK$1,200.00） 

□ 雙床雙人房 Twin Bed Room 

□ 雙人床房  Double Bed Room 

□ 如有指定同房成員，請提供同房姓名 

Please provide the name of your roommate if any：        

□ 其他要求，請註明 

Other requests, please state clearly    ：        

 

【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總會沒有為參加者購買旅遊保險 NO travel insurance is included in this trip 

 如有需要 If needed： 

□ 可自行購買 Please purchase by yourself；或 OR 

□ 以 HK$112 選擇購買「藍十字旅遊寶」的「環球千足金計劃」 

Purchase Global Gold Plan of Blue Cross – Caring Insurance by extra HK$112 

有關內容及細則，可於此下載：http://bit.ly/372BTIo 

Details of the Insurance, please visit here: http://bit.ly/2NAQV06 

 

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週五）前， 

Please submit by March 20, 2020 (Friday) 

 請將以下文件，電郵至 milly@efcc.org.hk  

Please email the below documents to milly@efcc.org.hk  

 已填妥之報名表格 Filled Application Form 

 身份證副本 Scanned copy of your HKID 

 護照副本 Scanned copy of your Passport 

 請將報名費用支票（支票抬頭「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郵寄：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 14 樓【註明：教牧同工退修會】 

Please send a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to E.F.C.C. Office, 14/F., Cheung Lee Commercial Building, 25 Kimberle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Attn.: E.F.C.C. Pastoral Retreat) 

 

查詢：2715 9683 或 6088 1356（張美容小姐） 

http://bit.ly/372BTIo
http://bit.ly/2NAQV06
mailto:milly@efcc.org.hk
mailto:milly@efc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