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獅子會第102屆國際 年會
年會註冊和飯店預訂表格

意大利 米蘭 • 2019年7月5日 星期五 – 7月9日星期四
提交截止日期：2019年5月1日    提早註冊和旅店訂房的截止日期提交註冊費退費、住房和/或活動門票取消之申請的截止日期  

註冊資料：   請輸入護照/身份證上的名字.

名 / 姓 / 名牌上的名字

地 址 

城市 省 郵遞區號 國家

日間電話 電郵  

 獅友   女獅       少獅      青獅     分會號碼  會員號碼      區        職稱  

伴侶：名 / 姓 / 名牌上的名字

 獅友    女獅      少獅       青獅     分會號碼  會員號碼      區        職稱  

兒童：名 / 姓         年齡      少獅 (Alpha)

計畫 A: 
包含上面每位之年會註冊，及一(1)個房間的客人可於年會期間的乘坐交通車。
 在2019年1月11日之前， 預定代表團飯店 
 在2019年1月11日之後， 我想住我的代表團飯店 
 我想住其他的飯店 

飯店名稱   

抵達日期/星期幾          出發日期/星期幾 
房間内人數 ________   需要的床數   1    2
特殊要求： 方便輪椅進出         其他 
每個房間定金是220美元。結帳時訂金將併入飯店的住房費用。飯店都是非吸煙房。
• 飯店房間設備能夠容納每個房間總計兩個（2）人的住宿。
• 用信用卡支付的押金，將會加收8% 的服務和手續費。
• 飯店押金將會以現行匯率以歐元發送給飯店。

付款   全額費用須與本表格一併提交。  只限使用美元。  支票和匯票必須出自美國的銀行。可以使用 Visa, MasterCard 和 Discover 信用卡。  
註冊費：  成人  兒童 (17歲及以下)/少獅 青獅 套票 A:   套票 B:  
早註冊  (2019年1月11日前) US$150 US$20 US$100   US$  註冊:   US$_______ 
正常註冊    (2019年1月12日-3月31日)  US$200 US$20  US$100  活動的門票:  US$_______ 活動的門票  US$_______ 
晚註冊 (2019年4月1日–年會現場) US$225 US$20 US$100  飯店訂金:   US$_______
     總額： US$_______     總額：  US$_______ 
  支票#     匯票/存款單 (必須附上副本)  Visa  MasterCard Discover

信用卡上之姓名 持卡人姓名必須與註冊人姓名一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
信用卡號 失效日期 月/年 安全碼（3位數）

持卡人簽名

計畫 B: 
 本人不須訂房 （只需註冊以上列出的每個人。）
 
可選擇出席的售票活動  
我/我們計劃出席以下活動：  （必須註冊年會才能出席）
 

活動茂文鐘士會員午餐會 
日期/時間  費用 數量 總額
7月8日/ 下午 01:00-14:30    US $75 $ _______ _______

活動總監/前總監晚宴 
日期/時間  費用 數量 總額
7月8日/ 20:00-22:00    US $135 $ _______ _______

緊急聯絡資訊：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號碼

X

將表格和付款寄至: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Attn: Convention Division  •  300 West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  請允許 4 周處理時間。 • 信用卡和電匯支付可以傳真至: (630) 571-1689  • LCI 將會電郵你的官方註冊確認。請列印，並隨身帶到意大利米蘭。
•所有已註冊者將在米蘭的現場領取名牌。請隨身攜帶您的LCI 官方註冊確認信函，以便在現場掃描和列印您的名牌。還要記得帶有照片的身份證。LCI 將
不會提前郵寄名牌。 • 使用該文件上提供的信息應符合國際獅子會的隱私政策和程序規定。
如有疑問？電郵：registration@lionsclubs.org. 

200.00年

請注意：國際獅子會為宣傳目的將記錄國際年會。您的出席有可能會被錄影或照相。您的註冊表示您願意讓國際獅子會採用這些影像。 

米蘭的服務方案

 在米蘭的國際年會期間，我有興趣參加親自動手的社區服務方案。  該服務方案的更多詳情，會在稍後幾個月發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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