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YOUTH DEVELOPMENT 
  

 

會員入會申請表格 

Member Enrolment Form 

 
(請用正楷填寫 Please use block letters) 會員編號 Membership No.               
 

姓 名 

Name 

(中文 Chinese)  先生/小姐/女士/太平紳士/博士 
性 別 

Sex 
 男 M 女 F 

(英文 English)  Mr / Miss/ Ms/ JP/ Dr 
身份證號碼 

ID Card No. 
（ ） 

通訊地址 

Address 

(中文 Chinese) 所屬地區： 

（按 18區分區） (英文 English) 

電 話 

Phone No. 

(住宅 Home) (辦公室 Office) (手提 Mobile) 

(傳真 Fax No.) (電郵 Email):           @ 

Facebook 

ID(選填) 

Facebook ID 

(Optional)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_ _ _ _ /_ _ /_ _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y) 

學 歷 

Education 

Level 

 小學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預科 Matriculation  

 文憑/大專 Diploma / Post-Secondary  大學 Undergraduate 

 碩士 Master  博士 Doctor  其他 Others:   

職 業 

Occupation 

 職位 Job Title︰  

(公司名稱 Name of Company: ) 

 學生 Student（就讀學校 Name of School︰ ） 

 退休 Retired（退休前職業 Occupation before retirement︰ ） 

 其他 Others︰  

本人有興趣參與下列活動 / 服務 (可選擇多項) I am interested in joining: 
  

 義工活動及服務  交流計劃  講座  其他（請註明）  
Volunteer services Exchange Programmes Talks Others (please specify)  

  個人成長 
Personal Advancement 

 
本人願意提供上述資料作為 貴會統計、活動推廣及日後聯絡之用，並  同意 或  不同意收到有關資訊。 

I agree that the above personal data would be used for statistical, promo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purpose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please   send me    do not send me inform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Signature of Applicant  
 
 家長/監護人姓名及簽署：  （申請人年齡為 18歲以下者適用） 
 
備註：申請表上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只作統計及本會活動推廣用途；資料將一律保密。查閱或更改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Remarks: All personal data provided would be kept confidential and should b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d promotional purposes only.  Please contact the 

Association staff for access or amendment to such data.  

只供本會職員專用 Official use only 

 會費收訖：$____________ 現金 支票(銀行：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 

  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 收款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會員類別：______________ 備註：    

 

 

 

相片 

附件三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簡介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是一所非牟利機構，並於全港十八區設有分區協會，宗旨是鼓勵

年青人立志、培養他們成材，為目標奮鬥，為社會作出貢獻。 
 
青少年期是形成個人認同感、發展個人獨立的時期。青少年獲得認同，便會產生安全

感，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機會和環境，讓青少年透過國民教育、
交流活動、運動項目、個人計劃等多元化的活動，獲得認同，建立信心，提高自我形象，
健康發展，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繼而貢獻香港、貢獻國家。 

 

會員章則 
 
1. 會員資格: 

 凡 12歲或以上，認同本會宗旨，願意參加本會以及地區協會活動者均可申請成為會員。 
 
2. 權利與義務: 

 會員須遵守本會之會員章則。 

 會員須繳交入會費。 

 會員均享獲本會提供之福利及優惠。 

 會員提交之個人資料將受個人資料保障條例保護。 
 
3. 會籍的申請及生效: 

 申請人須填妥會員申請表，繳交個人彩色証件相乙張及入會費(全日制學生豁免)，待本 

 會發出收據及會員証予申請人，會籍即時生效，直至會員要求退會，或本會要求會員 

 退會止。 
 
4. 入會費: 

 入會時須繳交港幣 100 元正。(全日制學生豁免) 

 任何經已退會之會員或任何已終止會籍或已被取消會籍之會員，將不再享受作為本會 

 會員之一切權利，其已付之一切會費及其它費用概不退還。 
 
5. 會員証的使用: 

 每名會員均獲發會員証一張。會員証只限會員本人使用，不可轉讓或借予他人使用。 

 會員在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或享用本會提供的優惠時須出示有效的會員証。 

 會員如遺失會員証，必須通知本會並申請補領，補領費用為港幣 20元正。 

 會員一旦退會，必須通知本會及交還其會員証。 
 
6. 會員優惠: 

 本會會員可參加本會所舉辦的活動。 

 會員可獲贈精美迎新禮物，另本會將逐步為會員搜羅各式各樣優惠。 
 
7. 遞交方法: 

 郵寄至本會秘書處：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 號青年廣場 803-806 室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收 
 

8.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00 0192 或 電郵至 info@hkayd.org.hk 查詢。 

mailto:info@hkayd.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