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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 

 

入會登記表格 

  歡迎 閣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請填妥表格，寄回或傳真至本會，亦會將 閣下的個人資料存放於本會

的會員資料庫內，以便日後跟進。你必須填寫有*之個人資料及選擇至少一項核心計劃，否則本會無法處理

你的登記。如對本會的活動有任何意見或查詢，歡迎與本會聯絡。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上的中/英文姓名）          

英文姓名*：（姓氏） 

 

（名）                （請以正楷填寫） 

性  別*： □ 男  □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証號碼*：                 XXX(   )   只需項寫英文字母及頭 3 個數字 

 

職業*：  

 

工作區域*：  
 

住  址*：  

 

電  話*：  

                 （手提） 

             （其他） 

傳  真：  電郵地址*：  

 

教育程度*：  □大學或以上   預科   中學   小學或以下 

 
未滿十八歲人士需獲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同意。Parents or guardian’s signature is required for applicants under 18. 

 
本人同意敝子弟加入中國香港登山戶外運動協會成為個人會員。 
I agree my son / daughter to join China Hong Kong Mountaineering & Outdoor Sport Association Ltd as an Individual  
Member. 
 
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Parents/Guardian’s Name:     Signature:      Date:        
 
 
備註  ： 以上資料只用作本會日後聯絡之用。  
Remarks :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only. 
 
 

 本人拒絕接收有關 貴協會的宣傳資料。 

 

●閣下從以下那種途徑知悉本協會課程？(可選多項) 

 網頁    電郵    課程宣傳印刷品   報章雜誌廣告或報導 

 Whatsapp    We-chat   導師介紹   朋友親屬介紹    其他：____________  
 

簽署:  姓名:  日期:  

Signature:  Name:  Date :  

 
本會專用 For Office Use only    
接納日期 
Approved on: 

  收款日期 
 Payment Date: 

 銀行 
Bank: 

 支票號碼 
Cheque No.: 

 收據編號 
Receipt No.: 

 

審批  
Approved by: 

  負責人 
 Person in Charge: 

  職位 
 Position: 

   備註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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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 

個人資料(私隱)使用守則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中國香港登山戶外運動協會盡力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條例 ) 中所列載的規

定，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方法。為保障資料當事人的利益，本

會只收集當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作推廣活動用途，並只依照上述所說明的用途以及為推廣

(見下文)使用該等資料。 

中國香港登山戶外運動協會可能運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及郵

寄地址)，以便本會日後與你通訊、籌款、作活動/培訓課程邀請或收集意見的推廣用途。

倘本會未得到你的同意之前，本會不可以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推廣之用途。你亦可以隨時

要求本會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上述推廣之用途，費用全免。日後查閱或更新個人資料，

請隨時致電 9037 4983。 

 

CHKMOSA undertakes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o ensure that personal data kept are accurate and securely kept.  To safeguard interest 

of our data subject, CHKMOSA collects personal data from you for the purposes of Volunteer 

Service and will only use your personal data for such purposes and promotion purposes (as 

defined below).  

CHKMOSA may use your personal data (name, telephone number, fax number, email and 

mailing addresses) for the purposes of providing you with information of CHKMOSA, 

fundraising appeal, activities invitation as well as for feedback collection and related promotion 

purposes. However, we cannot so use your personal data unless we have received your consent. 

Upon your request at any time and at no charge, we will cease to use your personal data for 

promotion purposes. You may contact us at 9037 4983 for enquiry or the updating of your 

personal data. 

 

倘你同意本會的上述安排，請於下方簽署   

Please sign at the end of this statement to indicate your agreement to the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for Promotion Purposes.  

請在簽署前於下欄加上””號表示。 

Should you find such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acceptable or not, please indicate your choice 

before signing by ticking the box below.   

本人□同意 / □不同意中國香港登山戶外運動協會使用我提供的個人資料作上述推廣之

用途。 

I agreed / object to the proposed use of my personal data for the above-mentioned promotion 

purposes. 

 

簽署: 

  

姓名: 

  

日期: 

 

Signature:  Name:  Date :  

 
* 

CONFIDENT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