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霹雳南洋大学校友会 主办 
世界南洋大学校友缅怀陈六使之旅 

协办：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马六甲南洋大学校友会、 
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砂拉越南洋大学校友会、加拿大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会 

地点： 福建厦门集美 

（A）集美缅怀陈六使之旅 – 报名表格 ( 22/11/2015 – 25/11/2015 ) 
 

注明：所有项目需填写，除了《报名注册编号》 

(1)  报名者资料 

姓名 (中)  姓名 (英)  

毕业/肆业 (年份)  院系  年届  

报名注册编号 
For Office Use Only 

 性别  居住国家  

配偶姓名 (中)  配偶姓名 (英)  

毕业/肆业 (年份)  院系  年届  

报名注册编号 
For Office Use Only 

 性别  居住国家  

通讯地址 (英文)  

电话 (住家)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电邮 (Email)  

(2)  其他陪行者资料 

1) 姓名 (中)  姓名 (英)  

报名注册编号 
For Office Use Only 

 性别  关系  

2) 姓名 (中)  姓名 (英)  

报名注册编号 
For Office Use Only 

 性别  关系  

3) 姓名 (中)  姓名 (英)  

报名注册编号 
For Office Use Only 

 性别  关系  

4) 姓名 (中)  姓名 (英)  

报名注册编号 
For Office Use Only 

 性别  关系  

(3.1) 请填写资料 

抵达厦门机场日期  班机编号  抵达时间  

离开厦门机场日期  班机编号  离开时间  

(3.2) 膳食 

素食者 (位)  荤食者 (位)  

(3.3) 寻求其他协助事项 

 

 

第一页 

南洋大学 

15/04/2015



(4.1) 4 天 3 晚 集美缅怀陈六使之旅 开幕典礼配套 人数 马币 

 22/11/2015 – 接机/报到及安排入住酒店/迎宾宴 (膳食 1 餐) 

 23/11/2015 – 早餐/校友报到/集美缅怀陈六使之旅开幕典礼/ 

大会主席致词/专题演讲/午餐/集美学村之旅/鳌园/陈家庚陵园/ 

陈六使纪念馆/晚餐 (膳食 3餐) 

 24/11/2015 – 早餐/白鹭州公园/南普陀寺/午餐/环岛路/鼓浪屿 

（菽庄花园/钢琴博物馆/万国建筑博览）/晚餐 (膳食 3餐) 

 25/11/2015 – 早餐/集美缅怀陈六使之旅圆满结束，2016 年见！/

回返家园或旅行节目开始 (膳食 1 餐) 

  

(4.2) 酒店房间 人数 马币 

 双人房间费用 马币 1739 (每位)   

 单人房间费用 马币 2309 (每位)   

(4.3) 集美缅怀陈六使之旅开幕典礼配套总费用是           RM:  

1. 集美缅怀陈六使先生之旅 

指定银行户口 

 

2. 户口名称 

 

3. 户口号码 

4. 付款方式 

 

：

 

 

：

 

：

：

 

MALAYAN BANKING BERHAD 

JALAN SULTAN IDRIS SHAH, 

30000 IPOH, PERAK, MALAYSIA 

《 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Perak 》 或  

《 霹雳南洋大学校友会 》 

0080-2930-8765 

直接汇款 (T.T) 或 支票存入银行户口 (以马币计算) 

请将存款单据注明报名者名字，以传真/电邮寄交秘书处备存。 

报名截止日期：2015 年 4 月 30 日 

秘书处电话号码：+605-241 3911 

秘书处传真号码：+605-241 3911 

秘书处电子邮件： 

admin@nuaa-perak.org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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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机票（票价以目前为准） 人数 马币 

 马航 – 吉隆坡/厦门  MH390  0930/1350  二/四/六/七 

        厦门/吉隆坡  MH391  1455/1915  二/四/六/七 

        约马币 1700 (每位) 

  

 厦航 – 吉隆坡/厦门  MF848  0845/1300  一/二/四/六 

        厦门/吉隆坡  MF847  1800/2200  一/二/四/六 

        吉隆坡/厦门  MF832  0845/1300  三/五/七 

        厦门/吉隆坡  MF831  1800/2200  三/五/七 

        约马币 1700 (每位) 

  

 国泰 – 吉隆坡/香港  CX790   1040/1440  一/三/五 

        香港/厦门    CX5604  1740/1855  一/三/五 

        厦门/香港    CX5619  1210/1345  一/三/五 

        香港/吉隆坡  CX729   1600/1945  一/三/五 

        约马币 1700 (每位) 

  

(C)  旅行节目 人数 马币 

2) 2 天 1 晚 厦门市观之旅 (地接) 

双人房间费用 马币 399  (每位) (21-22/11/2015) 

单人房间费用 马币 589  (每位) (21-22/11/2015) 

  

8) 4 天 3 晚 厦门/武夷山(动车)/福州/湄州之旅 (地接) 

双人房间费用 马币 1499 (每位) (25-28/11/2015) 

单人房间费用 马币 1979 (每位) (25-28/11/2015) 

  

10) 3 天 2 晚 厦门市观/金门之旅 (地接) 

双人房间费用 马币 899  (每位) (21-22，25-26/11/2015) 

单人房间费用 马币 1279 (每位) (21-22，25-26/11/2015) 

  

(D)  机票及旅行节目总费用是                            RM:  

1. 集力旅游 

指定银行户口 

 

：

 

 

PUBLIC BANK BERHAD 

46-54, JALAN YANG KALSOM, 

30250 IPOH, PERAK, MALAYSIA 

：

 

MALAYAN BANKING BERHAD 

194-206, JALAN SULTAN IDRIS SHAH, 

30000 IPOH, PERAK, MALAYSIA 

2. 户口名称 ： KERIS TRAVEL & TOUR SDN BHD ： KERIS TRAVEL & TOUR SDN BHD 

3. 户口号码 ： 3093-2367-15 ： 0080-2921-6596 

4. 付款方式 

 

：

 

直接汇款 (T.T) 或 支票存入银行户口 (以马币计算) 

请将存款单据注明报名者名字，以传真/电邮寄交集力旅游备存。 

5. 订金 ：机票及旅游配套各收取订金 50%。 

报名截止日期：2015 年 4 月 30 日 

集力旅游电话号码：+605-241 7100 

集力旅游传真号码：+605-255 7666 

联系人：Chris / Shirley / Agnes / Ms Law 

集力旅游电子邮件：nanyang@keristravel.net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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