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MyGame Design Competition 
2012 中學生網 GAME 設計比賽 

 

Application Form 報名表格 (個人或團隊) 
(Please completely filled out the form and email to hongkong@bsa.org or the Organizers might reject your application)** 

 (請填妥以下表格電郵至  hongkong@bsa.org，否則主辦單位可能會拒絕接受申請) 

 

Individual / Team member 1: 個人/ 組員１: 

English Name 英文姓名 :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mm/dd/yy) :              /               / Gender 性別(M/F) : HKID# :   ___ __ __ __ XXX (X)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 : Class 就讀班級 : 

Day time phone number 日期聯絡電話 : Email 電郵 : 

Address 地址 : 

Attend workshop on Sep 22 & 29: 

 參加 9 月 22 日及 29 日的工作坊: 

 Yes 參加 

 No  不參加 

 

*Signature 簽名 

 

Team member 2: 組員 2: (if applicable) 

English Name 英文姓名 :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mm/dd/yy) :              /               / Gender 性別(M/F) : HKID# :   ___ __ __ __ XXX (X)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 : Class 就讀班級 : 

Day time phone number 日期聯絡電話 : Email 電郵 : 

Address 地址 : 

Attend workshop on Sep 22 & 29: 

 參加 9 月 22 日及 29 日的工作坊: 

 Yes 參加 

 No  不參加 

 

*Signature 簽名 

 

Team member 3: 組員 3: (if applicable) 

English Name 英文姓名 :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mm/dd/yy) :              /               / Gender 性別(M/F) : HKID# :   ___ __ __ __ XXX (X)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 : Class 就讀班級 : 

Day time phone number 日期聯絡電話 : Email 電郵 : 

Address 地址 : 

Attend workshop on Sep 22 & 29: 

 參加 9 月 22 日及 29 日的工作坊: 

 Yes 參加 

 No  不參加 

 

*Signature 簽名 

 

Team member 4: 組員 4: (if applicable) 

English Name 英文姓名 :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mm/dd/yy) :              /               / Gender 性別(M/F) : HKID# :   ___ __ __ __ XXX (X)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 : Class 就讀班級 : 

Day time phone number 日期聯絡電話 : Email 電郵 : 

Address 地址 : 

Attend workshop on Sep 22 & 29: 

 參加 9 月 22 日及 29 日的工作坊: 

 Yes 參加 

 No  不參加 

 

*Signature 簽名 

 

(Official use only) (內部職員專用) 

Participant code 參加者號碼: Process by 經手人: Date 日期: 
 

Purposes of collection 資料搜集目的 

mailto:hongkong@bsa.org
mailto:hongkong@bsa.org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It will only be used by the organizers for processing your application, future correspondence, data analysis and 

activities relating to the promotion of this Competition.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保密。主辦單位只會將其用於處理申請、將來的聯絡、資料分析及有關比賽的宣傳事

宜。 

**Subject to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specified in the program. 詳情請參閱條款及細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