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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會
Kowloon Club


2012 – 2013 年度名譽會長﹕

Address:

名譽會長: 苗卫国 先生
名譽會長: 孙 威 先生

93 Toa Payoh Central, #05-02, Toa Payoh Central
Community Building, Singapore 319194

前任會長﹕ 陳國泰 先生

Opening Hours: 10:00 – 18:00 (Monday to Friday)
Contact No. : Tel. No.: (65) 6440-9237

2011 – 2013 年度委員會﹕
會長 :
陳文平
副會長 : 李志偉
秘書﹕ 陳文和
財政﹕ 馬守祥
副秘書﹕嚴紅霞
委員﹕ 張礪業
委員﹕ 鄭啟基
委員﹕ 劉勁成

先生
博士
先生
先生
女士
博士
先生
先生

劉敏茜

Fax No.: (65) 6348-4020
Website: www.kowloonclub.org.sg
Email Address: info@kowloonclub.org.sg

女士

會員如對本會或有關組別有任何意見或建議，
歡迎使用下列任何途徑與本會聯絡。謝謝！
林宝吉 先生
黃佩霞 女士

本會網頁意見郵箱 (Email) : info@kowloonclub.org.sg
或 致電: (65) 6440-9237 或 傳真: (65) 6348-4020 等，
亦可郵寄至本會會址; 致九龍會經理收。

*** 最新活動 / 快訊 ***
1. 新加坡環球影城 6 月份門票 ( S$ 55 )
優惠會員，購買 6 月份新加坡環球影城單日門票只需 $55，門票適用於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
星期一至日任何時段，請致電本會 6440 9237 訂購及親臨本會取票，數量不限。

2. 博物館/海鮮午餐/購物 本地遊
參觀博物館展出 “旗遇－新加坡女性和旗袍百年摩登事纪”，購物，品嚐豐富海鮮午餐，一應俱
全，歡樂優閒的節目。
參觀新加坡國立博物館展出的 “旗遇－新加坡女性和旗袍百年摩登事纪” ，在這不斷變化的現
代都市，婦女們的社會角色與穿著隨著時代進步各方便都有顯著的改變，從歷史和傳統女性穿
著的旗袍至配戴的時尚可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的經濟及發展。國家博物館首次將 20, 30 年代的收
藏品旗袍公開展覽。本次展會，展出 150 多件具有歷史價值的旗袍，當中包括李光耀夫人、王
鼎昌夫人、薛爾思夫人和黃金輝夫人所穿過的旗袍；還有本地抗日女英雄蔡楊素梅。展覽館更
加從香港藝術館的歷史和電影資料館借出屬於著名影星林黛的旗袍。
活動參加費用:

每位參加者 S$35 大小同價

舉辦日期 / 時間:

2012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六) 早上 9 時 至下午 3 時許

集合地點﹕

9:00 am ﹕聯邦地鐵站出口的士站大牌 88 前
Commonwealth MRT Exit Taxi Stand in-front of Block 88
9:15 am ﹕自駕車 Car Park @ Normanton Park Condominium, Located
near Queensway directly beside Kent Ridge Park

報名或查詢﹕

填妥後頁報名表格，或電 64409237 / info@kowloonclub.org.sg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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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幸福沙貝島 2 天 1 晚休閒遊
這一個可人的小島，充滿歡樂溫馨的度假村，目不暇及，曾踏足過這小島者均讚嘆不已，樂不
思蜀。你可曾錯失上次舉辦的日期或參加機會？本會現續辦這活動，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度假村介绍：
馬來西亞唯一的一島一酒店类型的度假村 — 幸福爱人度假村。全部房間都是傳統純樸的馬來小
木屋；當您一抵達度假村碼頭，即可驚喜的看到潔白的《一號沙灘》與清澈的海水，碼頭底下有
許多野生的熱帶魚，等候你拿麵包飼養它們呢！經過短短椰林小徑，即抵達酒店主樓（大廳、商
店、餐廳、卡拉 OK、陸地活動中心等）享用冰冰涼涼的果汁，令您的暑氣全消；爾後您可自由
享受飯店設施或可以前往《二號沙灘》
，向海上活動中心租借浮淺用具，盡情享受這午後歡樂時
光．傍晚時分，您可以選擇參與工作人員作飼養鹿的工作，也可以選擇跳進泳池裡面暢泳一番！
更可以跟三五好友坐在泳池裡面酒吧聊天喝啤酒呢；椰影婆娑，海浪滔滔伴您進入夢鄉。

行程安排
第一天： 早上 7 点集合上车，啟程前往 2 個小時車程前往丹絨樂曼碼頭，轉乘半小時的快艇渡
輪，即可抵達這次旅程的重點【幸福愛人度假村】：尚未踏上島視線已先被眼前潔白沙灘、湛
藍海水、綿延海岸線及碧海藍天景致的美景所征服。抗拒不了美麗沙灘的誘惑，迫不及待來到
沙灘光著腳ㄚ子踩踏在沙灘上，腳底傳來的愉快感受讓我留戀不捨地在沙灘上走來走去，或踏
浪戲水、或欣賞海天景色。也可前往森林漫步，梅花鹿喂食，尽情享受大自然。
第二天：享用美味飯店早餐後，前往 Kukus 島的浮潛旅程，只約 15 分鐘船程，水清沙幼的 Kukus
島便會出現眼前﹔當駛至淺水處，你更可用肉眼直透海中的珊瑚礁和魚群，不少遊人更已急不
及待換上浮潛用具，把那得天獨厚的潛泳環境，近距離把美麗的海底世界盡收眼底。中午 12
點退房後，自費享用午餐（酒店自助午餐每位 S$15）
，隨後乘搭 1400 點的船班返回，經過新山
關口，約傍晚 6 時回到新加坡。
酒店免費項目：
1500-1700：酒店提供每人 6 只箭讓您體驗射箭的速度與快感；
1730-1800：觀賞工作人員餵養野生熱帶魚/參加 Aerobic 有氧舞蹈
酒店自費項目供您參考：
1） 出海前往 KUKUS 島浮淺（觀賞活珊瑚與餵養熱帶魚）；
2） 租船出海釣魚、潛水（需要有潛水執照）、夜釣墨魚等；
3） 海上活動，如：香蕉船、獨木舟、風帆等；
4） 網球場、馬來式按摩。
舉行日期： 2012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19 日（星期六、日）
集合時地： 上午 7 時正在裕廊東(Jurong East)地鐵站(EW24/NS1),大堂處集合。
解散時地： 約於晚上 6 時返回裕廊東(Jurong East) 解散。
* (參加者須另填寫後頁個人資料。)
參加費用：
會員及其家屬
成人 (十二歲以上) 參加者 (二人一房)
每人$ 270
小童 (十二歲以下) 參加者 (不佔房)
每人$ 180
*酒店不設加床服務，祇提供另加床墊，收費馬幣 60 元直接付予酒店。
* 參加費用只包括﹕往返巴士+往返船票+共 3 个正餐(午、晚、早餐各一) +團體旅游保险+Sibu
Island Resort 酒店双人间 1 晚住宿+一次浮潜+全程导游服务。不包括個人保險及自費項目，又每
位參加者需另付小賬 S$10 費用，大小同價。報名查詢﹕請致電 6440 9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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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興趣小組定期活動
有關各興趣小組定期活動詳情,歡迎參與，查詢請電本會 6440-9237。

組別

項目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費 用/ 備註

體育組 足 球

逢星期日 上午 (07:45 ~ 11:00 am)

練習 場 地 (聯絡: Mr. Randy Chan) 非隊員每場 $10-

體育組 乒乓球

逢星期日 上午 (09:00 ~ 12:00 pm) NUS (聯絡: Mr. Thomas Lo) 非隊員每次$ 5.-

體育組 網 球

逢星期日 上午 (08:00 ~ 11:00 am)

體育組 羽毛球

逢星期日 上午 (11:00 ~ 01:00 pm) MOE (CCAB) (聯絡: Mr. Jason Tan)

NUS (聯絡: Mr. Patrick Yu) 固定:每月$18.-其他:每次$ 5.出席者平均分擔

5. 辦理平安紙代書服務
許多人都有計劃性地積累財富，為所愛的人提供生活保險金或其他形式的儲蓄，但如果有立下
平安紙(遺囑)，在我們過世以後，我們所愛的人將可以順利分配到我們的遺產。平安紙(遺囑)
為保護我們所愛的人的利益關係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為方便會員能以本身的語言清楚地表達立平安紙(遺囑)的內容和意願，本會前會長及現任律
師﹕鍾庭輝先生，和現任副會長及律師﹕劉敏茜女士，將於本月起替會員辦理平安紙代書。會
員辦理平安紙代書之費用為﹕個人$280 起，兩人$500 起。扣除基本文書成本後，所有收入將
全數捐助本會。查詢或預約面談時間，請致電本會 64409237。

6. 國泰 (CX) 往返香港，最低票價，每位由 S$490 起 (連機場稅)
目的地

行程

**兩人同行

訂票

出發日期
Now ~ 31/12/12
非限制日期
26/05 ~ 24/06
01/12 ~ 31/12

單程

最長 訂票

成人

小童

里數 改期

2天

1個月

N

$ 503

$ 407 沒有 $150

2天

1個月

N

$ 553

$ 447 沒有 $150

Now ~ 31/12/12

2天

1個月

S

$ 603

$ 513 沒有 $150

Now ~ 31/12/12

不限 12 個月 V

$ 693

$ 559

有

不用

不限 12 個月

L

$ 773

$ 623

有

不用

不限 12 個月 M

$ 833

$ 671

有

不用

不限 12 個月 K

$ 953

$ 767

有

不用

Now ~ 31/12/12

不限 12 個月 H

$1153

$ 927

有

不用

Now ~ 31/12/12

不限 12 個月 B

$1353 $ 1087

有

不用

$ 606

有

不用

Now Now ~ 31/12/12
至
新加坡
Now ~ 31/12/12
30/09/12
/香港 / 來回程
新加坡
Now ~ 31/12/12

新 /港

最少

Now ~ 31/12/12 不適用 不適用

K

$ 502

國泰航空機票優惠票價特別附帶條款:
1.
2.
3.
4.
5.
6.
7.

機票簽註:
機票不能轉讓、不能更改航線、祇限乘搭國泰航空。
稅務/附加費用 : 上表所列費用已包括所有稅務*。
訂票及出票﹕
機位確定後, 需於 3 個工作天內出票。全部採用電子機票系統。
不接納沒有預定機位的機票。
更改日期:
更改行程(包括出發及回程)無需另繳任何費用(N, S Class需繳費)。
更改行程必須不少於24小時前並與本會6440-9237聯絡 (星期六、日及假日除外)。
中途停留:
可中途停留曼谷(祗限一程)需另加繳S$100 (單程K Class不適用)。
放棄預定機位: 於機票有效期內放棄預定機位(no show)，航班起飛前沒有更改行程，
需繳付S$150 放棄預定機位(no show)費用。
退票:
已出發之機票不接受退票 (No refund on partially used ticket)。
完整並未使用之機票而退票者需繳付 S$150 退票費及 S$25 行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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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及S Class不適用)。
可累積飛行里數( N 及S Class不適用)。
所有機票，出票後更改訂票等級需繳付S$100 費用。
出票後更改日期需繳付費用S$150 (每次或/及每名乘客) 。
出票後於任何情況下不接受退票。不可累積飛行里數。
N Class (GV2 兩人同行)﹕必須同時訂票及同去同返。
N Class (GV2 兩人同行)﹕1名成人最多可與 2名小童同行，多於 2名
小童以成人票價計算。
*機票價錢/稅務/航班時間及條款等，均以航空公司最新公佈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訂票請早﹕訂票/查詢，請致電九龍會 6440-9237, Fax: 6348-4020, Email: info@kowloonclub.org.sg

8. 飛行里數:
9. 更改等級﹕
10. N Class (GV2 兩人
同行)及 S Class
訂票事項:

11.
12.

九龍會 – 活動報名表格
請將會員及家屬資料清楚填妥在報名表格中，並在適當方格內填上參加人數，以獨立即期支票支
付參加每項活動的費用。每項活動的正式收據及有關活動的詳情，將於該項活動舉辦前的一星期
內通知會員。支票請劃線及收款人寫 Kowloon Club 或直接以 ATM 或 Internet 轉賬付款至本會銀行
戶口 DBS Current Account: 001-039936-5, 付款收據及連同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本會。多謝合作！如
有疑問，歡迎隨時致電向本會職員查詢。
會員編號 : ____________有效期至:___________ 會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項目名稱

日期

博物館/海鮮午餐/購物 半天遊

23/06

幸福沙貝島 2 天 1 晚休閒遊 18/8-19/8
付款銀行﹕

參加人數

(每位) S$

成人 /小童 同價

金 額 S$

S$ 35.-

成人 會員 (二人一房) S$ 270.小童 會員 (不佔床)

S$ 180.-

支票號碼﹕

金額: S$

付款資料

報名資料表格
2012/8/18 - 2012/8/19 (Saturday - Sunday) 幸福沙貝島 2 天 1 晚休閒遊
Full Name as per Passport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Passport No.

Expiry
Date

** 活 動 報 名 須 知 **



報名次序 — 歡迎參加本會誠意為您安排的各項活動，由於個別活動的名額有限，報名將以先到先得處理。請
及早報名，與您的家人齊來，分享各式各類活動的樂趣。
保險及責任 — 由於各人的需求不同，本會將不會為各項活動的參加者購買任何保險， 參加者可應本身的需要自
行投保。如旅途中有任何交通延誤、行李遺失、意外傷亡或財物損失等，九龍會概不負責，參加
者必須同意此點，始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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