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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贊助人 霍震霆先生 GBS,JP 會監 陳國基先生 IDSM 主席 陸偉洪博士 MH 龍舟(傳統艇)總監 趙郁林先生 

永遠名譽會長 王華生先生 會監 何厚祥先生 BBS,MH 副主席 李康民先生 PMSM 發展及推廣總監 林慧芳女士 

會長 陳偉能先生 MH,JP 會監 許偉光先生 義務秘書 王志和先生 精英培訓總監 羅浩然先生 

  會監 林國華先生 義務司庫 胡文泰先生 賽事總監 焦偉褀先生 

  技術顧問 李栢焜先生 展能總監 胡迪華先生 激流總監 冼鷹揚先生 

  技術顧問 雷雄德博士 獨木舟水球總監 何永昌先生 訓練總監 梁賀棠先生 

  技術顧問 楊秀華先生     

  醫務顧問 陳國基醫生 

  法律顧問 梁永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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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報價 

 

2018 亞洲杯-獨木舟邀請賽(香港) 及 2018 亞洲杯-獨木舟馬拉松賽(香港) 即將舉行，本會將會

有活動影片拍攝，航拍服務工作，誠邀 貴公司提供有關報價： 

 

訂購物品 
2018 亞洲杯-獨木舟邀請賽(香港) 及 2018 亞洲杯-獨木舟馬拉松賽(香港) 

活動影片拍攝，航拍服務 

活動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1 月 19 - 20 日(星期五至星期六) 

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按實際情況而定) 

2018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 

早上九時至晚上九時(按實際情況而定) 

規則 

1. 不論任何原因(包括訂購數量多寡及物價變動)，提交報價之款式、質素、

尺寸及價格不能更改。 

2. 活動影片拍攝工作之工具、運輸費用、工作人員，必須全數計算入報價

之內。 

3. 活動影片拍攝工作之設計、後期制作、包裝、燒錄光碟、運輸費用必須

全數計算入報價之內。 

4. 落實後，必須準時提供服務，賽事完結發票以公司支票付款。 

活動地點 
沙田石門安景街香港獨木舟總會訓練中心(近碧濤花園第三期)  

及 按實際情況而定 

提交報價 

請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 下午 5 時正 或以前以密封報價書至 

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14 室。郵寄者則以郵戮為準。 

提交之文件包括： 

1. 貴公司之商業登記證； 

2. 貴公司過往拍攝的活動的類別之影片；及 

3. 填妥附件之報價書。 

查詢 2504 8187 / asiancuphk@gmail.com 

備註 獲錄用公司將於 2017 年 12 月 29 日或以前電話回覆。 

http://www.hkcucanoe.com.hk/
mailto:hkcu@hk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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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書 -活動影片拍攝工作 

 

請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 下午 5 時正前提交 

公司資料：  

公司名稱  

商業登記號碼  

地址  

聯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報價詳情 

比賽日期 項目 價格 工作人員數量 

備註 

(請註明其他訂購

條件) 

19-20/1/2018 
2018 亞洲杯-獨木舟邀請賽(香港) 

活動影片拍攝，航拍服務 
 

 

 

21/1/2018 
2018 亞洲杯-獨木舟馬拉松賽(香

港) 活動影片拍攝，航拍服務 
 

 

 

 

 

 

 

公司蓋印及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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