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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冠名贊助 Title Sponsor :

- - 男 M 女 F
日DD

聯絡電話(2)
Tel. No.(2)

*聯絡電話(1)
*Tel. No.(1)

*年齡

*Age

7) (如) 郵寄方式: 貼有足夠郵資的回郵信封1 個，信封面請填上申請人之姓名及地址。

     (IF) By Mail: A self-addressed envelope with a stamp, please have applicant's name and address written on the envelope.

第一部份：參加者個人資料 (*必須填寫)
Part I: Personal Particulars (*Required)
報名參賽項目 (請填上"✓") :
12歲或以上 (年齡以2019年12月31日計算)

17 18Event No. (Please put "✓"):
Aged 12 & above (Age is calculated as at 31
December 2019)

請將填妥表格連同上述所需文件副本及簽名(第三頁)，在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 下午5時正前 (以郵戳日期為準)，親身或寄回: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 地址: 九龍觀塘海濱道133 號萬兆豐中心9 樓L 室。

Please submit the completed form with signature (Page 3 of this form) and photocopy of document by post or in person to “HKASA”, on or before Wednesday, 21 August
2019, 1700 hour. (According to postmark date).
Address: Unit L, 9/F MG Tower, 133 Hoi Bu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男子優悠組

Men Leisure
女子優悠組

Women Leisure

未完整填寫的報名表及未附有所需文件副本和責任聲明書及醫生證明書(60歲或以上者)之報名者將不獲處理，所繳交費用概不發還。

參加資格一經接納，報名費將不獲退還及不可轉讓。本會將於收到申請後十個工作天內發出確認電郵到閣下電子郵箱。如未有預期收到請立即與本會聯絡。

重複的報名，將被算作一個單一的報名。額外的報名費不予退還，並不能轉移到其他申請人或其他賽事。

Incomplete Application Forms without photocopy of documents,  Declaration and Medical Certificates (for applicants aged 60 or above) will not be
accepted. Fees paid will not be refunded.
Once the entry is accepted, entry fee is non-refundable & non-transferabl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 acknowledgement email will be sent to the registered email address
within 10 working days after HKASA has received the registration. If you do not receive the email within the stipulated time frame, please contact HKASA immediately.
Repeated entries will be counted as a single entry. The extra fee is non-refundable and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applicant nor other race.

截止報名日期/ Entry Deadline
21-08-2019 (星期三/ Wednesday) 下午5時正 / 5:00 p.m.
日期以郵戳為準，逾期恕不受理

Postmark deadline. Late submission will not be entertained.

優悠組報名表格
Leisure Group Application Form

申請人須知

Applicants Notice

所需資料及

文件副本

Copy
of Document

1) 香港身份證副本 或 香港出生證明書副本 或 身份證明文件

    A photocopy of HKID card/ Hong Kong Birth Certificate/Identification document.
2) 已填妥及簽署之個人責任聲明書 (18歲以下泳員必須由家長簽署)
    Duly-signed Declaration Form (Signed by parents for swimmers under 18 years of age)
3) 彩色證件相一張 (請將相片貼於方格內)
    Recent color passport size photo (Please stick the photo on the space provided below)
4)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請書“HKASA”及於背面寫上申請人之姓名及聯絡電話)。
     A**: 使用「新世界維港泳2018」水試成績、「新世界維港泳2018」參賽成績 及 其他豁免水試成績 -  港幣$20行政費;
     B**: 水試費及行政費 - 港幣$120
     **獲成功取錄者須稍後再另繳交參賽費港幣$300。
     Crossed-cheque made payable to "HKASA". (Please have applicant's name and contact number written on the back of the cheque.)
     A**: Applicants who choose to apply with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8 - Time Trial Result",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8 - Result",
             or proven records from any recognized swimming competitions - HK$20 administration fee;
     B**: Time Trial & Administration Fee - HK$120
     **Entry Fee - HK$ 300 is to be paid by successful applicants.
5) (如有) 賽事成績證明副本

    (If any) A photocopy of proven records
6) (60歲或以上者) 香港註冊醫生於2019年3月1日或之後簽發的 “醫生證明書”
    (For applicants aged 60 or above) Medical Certificates issued by Hong Kong registered doctor after 1 March 2019

*地址

*Address

*電郵地址

*E-mail

(須與香港身份證相同/ Same as HKID)

首個字母連4位數字

Prefix and first 4 digits

年齡以2019年12月31日計算

Age is calculated as at 31 Dec 2019

相片

Photo

請將相片貼在此

Please stick your photo HERE

*姓氏

*Surname
*名字

*Given Names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如有/ if any)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香港身份證明

文件號碼

*HKID Card No.

請在空格上加上"✓"
Please add "✓" in the box

*性別

*Gender年YYYY月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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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冠名贊助 Title Sponsor :

A

請在空格上加上"✓"
Please add "✓" in the box if applicable.

比賽名稱
Name of Competition

1.7 公里

1.7 km

5公里

5 km

比賽名稱
Name of Competition

項目

Event

於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21日期間曾參加泳總舉辦或獲其承認之1,500米長池泳池賽事

Qualified records obtained from any Swimming Pool – 1500m Long Course swimming competitions organized or sanctioned by HKASA at
swimming pool setting from 1 April 2018 to 21 August 2019

時間

Tim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日期

Date

2019年5月12日
12 May 2019 10 公里

10 km

香港馬拉松游泳暨2019/20年公開水域游泳系列賽(第一部)
2019 HK Marathon Swimming cum Open Water Swimming Competition Series

(Part 1)2019/20

*參賽資格 :
*Qualification:
請在空格上加上"✓"
Please add "✓" in the box.

A#

「新世界維港泳2018」水試成績/「新世界維港泳2018」參賽成績/ 其他豁免水試成績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8" - Time Trial Result/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8" - Result / Proven records from any recognized
swimming competitions

 「新世界維港泳2018」水試成績/ 「新世界維港泳2018」參賽成績/
其他豁免水試成績^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8" - Time Trial Result/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8" - Result/

Proven records from any recognized swimming competitions^
請填寫下列A部 Please fill in Part A below

□
費用: $20
FEE: $20

B
 2019年水試 (45分鐘內游畢1500米)

Time Trial 2019 (must finished 1500m within 45 minutes)
請填寫下列B部 Please fill in Part B below

「新世界維港泳2018」水試時間 (請提供水試成績)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8" - Time Trial Result (Please provide the result)

完成「新世界維港泳2018」 (請提供參賽證書或比賽成績)
Completed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8 (Please provide the certificate or result)

2019年1月6日
6 January 2019

^其他豁免水試成績 (請提供參賽成績或證書)
^Proven records from any recognized swimming competitions (Please provide the result or certificate)

(如有) 時間

(If any)Time

項目

Event

2018/19年香港公開水域游泳系列賽(第二部)
2018/19 Hong Kong Open Water Swimming Competition Series (Part 2)

費用: $120
FEE: $120□

時間

Time

#參賽者須連同比賽的成績證明一併遞交
#All results must be submitted with supporting documents.

第三部份：參賽資格 (*必須填寫)
Part III: Qualification (*Required)

*與參加者關係

*Relationship

*聯絡電話(1)
*Tel. No.(1)

電郵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2)
Tel. No.(2)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如有/ if any)

第二部份：緊急聯絡人資料 (*必須填寫)
Part II: Emergency Contact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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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冠名贊助 Title Sponsor :

B

支票號碼 收據號碼 收款人 日期 備註

15/9/2019 (星期日, SUN) 10:00-16:00 香港體育學院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請為以下3個時段提供次序 ( 1=第一選擇，2=第二選擇，3=第三選擇。)作1500米水試 (必須填寫)，水試時段名額先到先得，以收到報名表格日期計算。

參加水試者必須於分配的時段進行水試，否則將不獲進行水試的機會。

Please indicate your preference from the three time slots below (1 = 1st priority, 2 = 2nd priority, 3 =3rd priority) for the 1500m Time Trial (Compulsory),
swimmers will be scheduled for the test on first-come-first-serve basis, calculated as at the date receiving the application form.
Swimmers must take the test within the assigned time slot, those who fail to comply will not be entertained.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8/9/2019 (星期日, SUN) 10:00-16:00 香港體育學院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7/9/2019 (星期六, SAT) 城門谷游泳池

Shing Mun Valley Swimming Pool

2019年水試

Time Trial 2019

10:00-16:00

地點 Venue 次序 Preference

*申請日期 *申請人或父母姓名 (請用正楷填寫) *申請人或父母簽署 (18歲以下人仕必須由父母簽署)
*Name of Applicant or Parent *Applicant's or Parent's Signature 

 (Block Letter) (Signed by Parent if Aged under 18)

For office use 辦事處專用 ：

第四部份：聲明 (*必須填寫)
Part IV: Declaration of Responsibility (*Required)

聲明書

謹此聲明本人是符合上述賽事的參賽資格及完全明暸賽事性質及體適能要求情況下報名參賽，並願意遵守有關比賽規則。同時，聲明本人健康良好及有能力參與上述賽事，

並願意承擔自身的意外風險及責任及無權向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及其他直接或間接與此賽事有關人仕/工作人員/組織)追討因本人參與上述賽事而發生或引致之自身意外、死亡

或任何形式的損失、索償或責任。

比賽及頒獎典禮期間，所有有機會得獎泳員不准穿著非大會提供的服裝、泳帽及鞋履。本人同意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於所有比賽資料，包括比賽賽程及成績上顯示本人之姓名

及年齡，而所有比賽資料均不受時間約束。

本人授權予主辦機構在比賽/水試其間為本人拍照、錄影，並可使用任何照片、影片或任何其他活動紀錄作任何合法用途而無須向本人付款或賠償。

Declaration
I hereby declare that I enter the above event in full awareness of the competition, nature and physical demands and comply with the competition eligibilities.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conditions as laid down by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id event. I hereby also confirm that I am physically fit
and capable of participating in such event and I do so at my own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and irrevocably discharge and hold harmless of HKASA (as well as other
individual/official/organiza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 from any claim or responsibility for personal injury, death, loss of whatever nature resulted
during or as a consequence of my so participating in the event.
During the competition or prizing ceremony, all potential winners or runner-ups are only allowed to wear clothing, swim caps, shoes or things provided by HKASA. I hereby
give my irrevocable consent to disclose my name and age in all material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mpetitions Programmes and Results issued from time to time by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HKASA").
I hereby authorized the Organizer to photograph / record m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 Time Trial and to use any photograph, video or any other forms of record of me for
any lawful purposes without having to make neither payment nor compensation to me.

注意:
1. 你所提供的資料會供本會或有關機構作報名及新世界維港泳2019活動推廣之用。如欲更改或查詢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電話:2572 8594)。
2. 此外，如閣下選擇參加成為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新世界”)所營運的 NW Wavemakers 的會員及同意其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中的條款 (請看附件)，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香
港身份證號碼及護照號碼除外) 會被新世界用作推廣 NW Wavemakers及相關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直接促銷及交叉營銷) 。
Important Note:
1.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you will be used for the enrollment and promotion of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9 organized by our Association and co-organizing parties.
For correction of or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after submission of this form, please contact our staff at 2572 8594.
2. If you select to enroll as a member of NW Wavemakers organized by New Worl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NWD”) and consent to the terms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as attached below), the personal particulars provided by you (HKID No. & Passport No. excluded), will be used by NWD for the promotion
of NW Wavemakers and related servi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irect marketing and cross marketing).

同意成為NW Wavemakers 的會員。Agreed to register as a member of NW Wavemakers. (詳情請參閱附錄  Please refer to the appendix for details.)

資料欠缺 :

郵寄 親身遞交 資料齊全

*Date of Application



主辦單位:                         冠名贊助: 
 

      
 
 
 

致：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責任聲明書 
 
本人謹此聲明及明白： 
一) 本人已簽署參與 新世界維港泳 2019 (下稱“比賽”)參賽表格(下稱“表格”) 
二) 本人的健康狀況、身體狀況及體能均適合參加是次的比賽； 
三)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在不損害其權益下，完全及只根據本人在此聲明中的承諾及表

格中的聲明而接受本人參與此比賽之申請。 
 
所以，本人向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承諾： 
 
一) 本人的健康狀況、身體狀況及體能均適合參加是次的比賽； 
二) 本人在完全清楚及明瞭本比賽在體能上的要求下，願意承擔全部責任及風險去參

與此比賽； 
三) 本人將不會向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及/或其他直接或間接與比賽有關的負責人及/

或僱員及/或代理及/或其他組織及/或政府及其部門追討因本人參與上述比賽而

發生或引致之自身意外、死亡或任何形式的損失、索償或責任。 
 
 
 

參加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如參加者年齡 18 歲以下須由家長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 

 
 



主辦單位:                         冠名贊助: 
 

      
 
 
 

致：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責任聲明書 (60 歲或以上人士適用) 
 
本人謹此聲明及明白： 
一) 本人已簽署參與 新世界維港泳 2019 (下稱“比賽”)參賽表格(下稱“表格”)； 
二) 本人的健康、身體狀況及體能均適合參加是次的比賽，本人同時提供 

香港身份證持有者: 香港註冊醫生於 2019 年 3 月 1 日或之後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非香港身份證持有者: 當地註冊醫生於2019年3月1日或之後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証明本人的健康良好； 

三) 而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在不損害其權益下，完全及只根據本人在此聲明中的承諾及表格

中的聲明而接受本人參與此比賽之申請。 
 
所以，本人向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承諾： 

 
一) 本人的健康、身體狀況及體能均適合參加是次的比賽，本人同時決定提供 

香港身份證持有者: 香港註冊醫生於 2019 年 3 月 1 日或之後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非香港身份證持有者: 當地註冊醫生於2019年3月1日或之後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証明本人的健康良好； 

二) 本人在完全清楚及明瞭本比賽在體能上的要求下，願意承擔全部責任及風險去參與此

比賽； 
三) 本人將不會向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及/或其他直接或間接與比賽有關的負責人及/或僱

員及/或代理及/或其他組織及/或政府及其部門追討因本人參與上述比賽而發生或引

致之自身意外、死亡或任何形式的損失、索償或責任。 
 
 
 

參加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NW WAVEMAKERS 
關於 NW Wavemakers 

NW Wavemakers 是一個以香港為本的會員計劃，旨在為每位會員提供有關新世界維港泳的資訊，助您及

早為賽事做好準備，並拉近會員與本地體育界的聯繫，從而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模式。 

尊享 Wake-making 體驗 

NW Wavemakers 是一個一站式的獨家會員計劃，讓您從報名一刻開始，直到比賽當日，均可接收到新世

界維港泳的全面賽事資訊。每位會員均有機會參與各種訓練及健康講座，在專業的運動員及教練的指導下，

做好賽前準備。此外，會員更有機會使用特定的游泳場地作個人訓練，並尊享多項由合作伙伴提供的獨家

優惠。 

與體育界一起 Make Waves  

NW Wavemakers 致力與體育界合作，為會員提供一個專屬的平台，促進運動愛好者的互相交流。同時，

NW Wavemakers 也會透過不同的活動，如富有啟發性的運動工作坊、與本地運動員合作等，與會員一同

支持本地體育的運動。 
 

NW Wavemakers 即將舉辦的活動： 

1. #WAVEMAKER 賽前備戰 
新世界維港泳備戰講座 

日期： 2019 年 10 月 (確實日子稍後公佈) 

地點： 九龍灣常悅道 18 號富通大廈 18 樓 

人數： 最多 1,000 人 (暫定) 

 
2. 新世界維港泳 2 星期練水通行證 

日期： 2019 年 10 月 (確實時段稍後公佈) 

地點： 九龍灣宏照道 38 號 MegaBox 18 樓 

名額： 最多 1,000 人 (暫定) 

 

*報名詳情再容後公佈 

如欲得到更多賽事資訊，請瀏覽新世界維港泳的 Facebook 專頁。 

聯絡我們 

電郵：    nwwavemakers_info@nwd.com.hk 

電話：     2844 3179 

Facebook: 新世界維港泳 New World Harbour Race   

Instagram: newworldharbourrace 
 



《NW WAVEMAKERS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寫全名) 已閱讀及理解新世界發展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    ]  本人同意接收由新世界發展發放有關新世界發展、其關聯公司及營銷合作伙伴的新聞、更新和優惠等資訊，

詳情載於上述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    ]  本人同意接收由新世界發展之關聯公司及營銷合作伙伴發放的新聞、更新和優惠等資訊，詳情載於上述個人

資料收集聲明。 

本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聲明”) 是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 ，“NW 

Wavemakers” 的籌辦者作出。 內容中「本公司」即指新世界發展。 

新世界發展隸屬於新世界集團（下稱「本集團」 ），當中新世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Housing  Finance  Limited  、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新世界百貨中國有限公司、K11 

Concepts Limited、New World Loyalty Programme Limited、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K11 Art Foundation Limited、 Khora Limited、Humansa Limited 及其他子公司 (包括任何本集

團有利益的任何合資企業)，其業務涵蓋房地產（銷售、租賃及投資）、抵押服務、零售、

設施管理、基建、商場、百貨公司、珠寶首飾及奢侈品、酒店、餐飲、會議及展覽中心、

體育及康樂設施、各方面的教育及慈善事業，如體育、康樂、藝術及文化活動、扶貧、促

進教育、宗教推廣、醫療保健 及長者護理以及其他以促進社會公益為目的之範疇（以上統

稱為「關聯公司」）。 

為使本公司得以處理閣下對NW Wavemakers的註冊申請及為閣下提供相關的服務及資訊，

閣下填寫新世界維港泳 2019 競賽組報名表格/維港泳 2019 優悠組報名表格（視情況而定）

時，需要向本公司提供所有要求的個人資料 ( 香港身份證號碼及護照號碼除外)。如閣下選

擇不提供指定的個人資料，本公司可能未能處理閣下對 NW Wavemakers 的註冊申請及為

閣下提供相關的服務及資訊。 

使用個人資料之目的 

閣下於新世界維港泳 2019 競賽組報名表格/維港泳 2019 優悠組報名表格（視情況而定）提

供予本公司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出生日期、性別、年齡、聯繫方式、電郵及

通訊地址，將會收集用作以下用途：  

 處理閣下對 NW Wavemakers 的註冊申請及為閣下提供相關的服務及資訊； 

 就有關您的查詢及/或註冊成為 NW Wavemakers 會員的事宜聯繫閣下； 

 告知閣下所有重要資訊及未來活動事宜； 

 為閣下提供參與活動的優先權和專屬服務； 

 有關客戶取向的研究及開發； 

 已預先取得閣下同意的直接促銷及交叉營銷（詳見下文）； 

 數據和資料的分析，歸納及管理； 

 偵測、調查及/或預防任何違反本公司政策的活動或非法行為； 

 收回閣下欠下本公司或關聯公司的債務。 

共同使用個人資料之第三方 

就上述各項用途，本公司可能與不同的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及服務提供者如網絡技術

供應商、營銷代理商、社交媒體及研究公司等合作，並共同使用閣下之個人資料。本公司

亦可能與關聯公司及本公司或關聯公司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共同使用閣下之個人資料作上

述各項用途。如因任何國家的法律、法院、監管機構或政府機構的要求，本公司會根據實

際需要披露閣下之個人資料。在任何有關本公司或關聯公司的業務轉讓、股權轉讓、合併

或收購情況下，閣下之個人資料亦會作為交易的一部分轉交予買家，並以買家繼續在本聲

明框架下提供同等程度的資料保障為前提。 

本公司還可能將您的個人數據轉移給新世界維港泳的其他贊助商或副贊助商，以便為您提

供某些特別禮遇。现刻，本公司可能會將您的姓名，聯繫方式，電子郵件和通信地址轉移

到富通保險有限公司(“富通保險”) 以便為您提供免費的人身意外保險。 

閣下之個人資料可能在位於香港境外的伺服器及/或香港境外的關聯公司儲存。無論資料

位於任何國家，本公司及關聯公司都將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確保閣下之個人資料得以在

安全的情況下儲存及處理。 

直接促銷 

在獲得閣下同意下，本公司將會透過使用閣下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及聯繫方式，向您直

接發放有關本公司的產品、服務、活動及慈善事業之特別優惠、新聞、資訊及推廣。 

在獲得閣下同意下，本公司亦會，不論有否得益，使用閣下之個人資料，或提供閣下之姓

名及聯繫方式予關聯公司及/或營銷合作伙伴，用作向您直接發放有關他們的產品、服務、

活動及慈善事業之特別優惠、新聞、資訊及推廣。本公司的「營銷合作伙伴」包括物業發

展商、銀行、金融及投資機構、保險公司(如富通保險)、私人會所、禮賓及客服營運商、 

 

 

零售商及網上商店（產品及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時尚服飾、美容、保健及個人護理、奢侈品、

家庭用品、食品、酒類、書籍及文具）、商場、百貨公司、鐘錶及珠寶（如周大福珠寶集

團有限公司）、連鎖酒店、餐飲服務營運商、醫療保健 及長者護理以及其他產品及/或服

務營運商，業務領域涵蓋但不限於藝術及文化、畫廊及展覽、環保及自然、體育及康樂、

旅遊及住宿、休閒及娛樂、交通及物流、電訊及科技、教育機構。 

本公司、關聯公司及/或營銷合作伙伴可能推廣的產品、服務、活動及慈善事業種類如下： 

 由新世界發展及本集團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業務涵蓋房地產（銷售、租賃及

投資）、零售、設施管理、基建、商場、百貨公司、珠寶首飾及奢侈品、酒

店、餐飲、醫療保健 及長者護理、會議及展覽中心、體育及康樂設施、教育

及慈善事業； 

 由銀行、金融、投資機構及保險公司提供的金融、銀行、抵押、保險及其他

相關產品及服務； 

 私人會所會籍及其尊尚禮遇； 

 客戶服務專業諮詢，包括但不限於活動統籌、酒店及機票預訂； 

 零售商及網上商店的產品及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時尚服飾、美容、保健及個

人護理、奢侈品、家庭用品、食品、酒類、書籍及文具； 

 商場及百貨公司的獎賞禮遇計劃及推廣活動； 

 本集團客戶及/或潛在客戶的獎賞禮遇計劃及推廣活動； 

 鐘錶、珠寶及首飾； 

 提供食物、酒類、飲品的餐飲服務； 

 旅遊及住宿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由旅行社提供的假期套票及服務、景點門

票； 

 交通及物流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航空及非航空運輸服務，如酒店接送、汽車

租賃、巴士營運商、火車營運商及遊船營運商； 

 音樂會、畫廊、展覽、電影、舞台劇、體育賽事、其他特別及文化活動之門

票； 

 環保及自然為主題之活動； 

 電訊、互聯網及移動通信服務、社交網絡及媒體； 

 有關教育及/或個人發展之專業諮詢； 

 慈善事業，領域涵蓋體育、康樂、藝術及文化活動、扶貧、促進教育、宗教

推廣以及其他以促進社會公益為目的之範疇。 

如無閣下同意授權，本公司將無法運用您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之用。即使閣下已同意授

權，您亦可以隨時免費地撤回有關本公司使用閣下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的許可。閣下可電

郵至 privacy_nwwavemakers@nwd.com.hk，或郵寄至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8 號新世界大廈

1 期 30 樓 (註明機密)，聯絡本公司的個人資料私隱主任以撤回相關許可。 

閣下之權益 

閣 下 有 權 更 正 及 查 閱 您 已 登 記 的 個 人 資 料 。 就 相 關 更 正 及 查 閱 ， 閣 下 可 電 郵 至

privacy_nwwavemakers@nwd.com.hk，或郵寄至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8 號新世界大廈 1 期

30 樓 (註明機密)，聯絡本公司的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私隱政策聲明 

本公司採納新世界集團的私隱政策。閣下可登入此網址 http://www.nwd.com.hk/privacy‐

policy 查閱新世界集團的私隱政策聲明，以了解更多本公司在私隱及個人資料保障方面的

政策。 

如本聲明的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