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以中文或英文（正楷）填寫。請於 2019 年 7 月 3 日前填妥表格並電郵至 sec@mfe.mo 大會秘書處 

Please fill the form in Chinese or English (block letters) and return by email (sec@mfe.mo) to Secretariat by 3 July 2019 

 

公司／機構名稱： 

Company / Organization Name： 

 

地址 Address：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 先生 Mr. 

□ 女士 Ms. 

 

職銜 Job Title：  

國家 Country／地區 Region：  

電子郵箱 E-mail：  網頁 Website：  

 

 國家號碼 Country code  區號 Area code  號碼 Number 

電話 Tel： （      ） － （      ） － （             ） 

流動電話 Mobile： （      ） － （      ） － （             ） 

傳真 Fax： （      ） － （      ） － （             ） 

 

請於適合位置加“✓”號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1. □ Delegate 參會 □ Exhibitor 參展商 

2. 行業 (請於適合位置加“✓”號) Industry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 餐飲業 Food and Beverage □ 零售業 Retail □ 財經服務業 Financial Management 

□ 服務業 Services □ 潮流服裝 Fashion □ 品牌代理中介 Franchise Management 

□ 休閒娛樂業 Recreation & Entertainment □ 其他 Others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3. 參會及參展人員資料 Delegates / Exhibitors Information 

4. 請列出貴公司配戴工作證之人員名單。Please list out the names of badge-holders representing your company. 
  

序號 No. 姓名 Name 公司 Company／機構 Organization 職位 Job Title 

1    

2    

3    

4    

5    

 

  



 

 

 

 

 

參會及參展人員工作證注意事項 Notice for Delegation & Exhibitor Badge： 

 請在 2019 年 7 月 25-28 日於現場登記處出示名片以領取參展商證。 

Please provide relevant name card to collect your exhibitor badges at Registration Center on 26-29/7/2018 onsite  

 所有參展商當值人員必須配戴工作證。 

All on duty Exhibitors should wear their badges at all times. 

 參展商可從主辦／承辦機構獲取參展商證，每一標準展位獲發三個免費證件。超出每個需額外繳付澳門幣 20.00 元 （美金 2.00 元）。 

Exhibitors can obtain badges from the Organizer / Coordinators (3 free badges per standard booth). Extra badge cost 

MOP 20.00 (USD 2.00) each. 

 若有遺失、損壞或忘記攜帶，參展商必須即時補領新證。每個新證收費為澳門幣 20.00 元（美金 2.00 元）。 

Exhibitors should apply for a new badge immediately whenever his / hers is lost, damaged or forgotten. Each replacement 

badge costs MOP 20.00 (USD 2.00). 

 

1. 免費入場券 Free Entry Tickets 

請寄予公司入場券            張（限取 50 張） 

We would like to receive          (quantity) entry tickets (maximum 50 pcs) 

2. 住宿安排 Accommodation Arrangement 

□ 我們自行安排住宿。We make our accommodation arrangements. 

□ 請代訂酒店房間。We request the Organizer to make the reservation. 

（請填妥表格 5. 酒店預訂表格。Please fill in the form 5. Hotel Registration Form.） 

 

 

   

公司印鑑及負責人簽署 

Company Stamp & Authorized Signature 

 日期  

Date 

 

 

入場券及住宿安排  Entry Tickets & Accommodation Arran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