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紅磡工商業聯會 
HK Hung Hom Commerce & Industry Associations 

入會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相 片 

Photo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香港身分證號碼 

H.K.I.D. Card No.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公司電話 

Company Tel. 

傳真 

Fax No. 

手提電話 

Mobile 

微信號 

Wechat Code 

電郵 

Email 

網址 

Website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業務性質 

Nature of Business 

成立年份 

Established since 

公司形式 

Nature of Company 

□ 有限公司 

Limited 

□ 合夥 

Partnership 

□ 獨資 

Sole Proprietor 

申請人於公司之身份 

Position of Company 

□ 僱主 

Proprietor 

□ 合伙人 

Partner 

□ 股東 

Shareholder 

□ 董事 

Director 

□ 僱員 

Employee 

僱員人數 

Number of Employee 

香港 

Hong Kong 

中國 

China 

海外 

Overseas 

申請人 / 公司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只供本會使用 

FOR OFFICE USE ONLY 

 

會員事務部批核 

Application approved by Membership Committee 

□ 歡迎加入 

Welcome to join 

□ 暫時擱置 

Shelve 

主席簽署 

Signature of Chairman 

 

 申請入會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推薦人 

Recommended by 

入會日期 

Date of Admission 

會員編號 

Membership No. 
 

贊助會籍類別（每屆任期為兩年） 備註: 

1  會員繳交當屆會費後方可成為會員，並可在會員大會上擁有投票

權。會期內亦可選擇參加各類活動，如列席會董局會議暨專題講座

晚宴，惟每次須支付餐費或有關活動費用。 

2  會長至會董是會董局當然成員，可出席會董局會議暨專題講座晚

宴，擁有投票權並無需支付餐費。任期完成後，將自動成為會員。

除自願贊助會務經費或參加活動繳費外，無需繳納任何費用。 

3  秘書及財務長由會長主席於董事局內委任。 

4  首屆董事局成員均冠〔創會〕名銜。 

5  完成當屆會長，一次性繳付指定贊助費用後，便冠上永遠榮譽會

長榮譽名銜。 

6  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紅磡工商業聯會有限公司」。 

□ 榮譽會長 

HK$30,000 

□ 會董 

HK$8,000 

□ 名譽會長 

HK$20,000 

□ 公司會員 

HK$1,000 

□ 副會長 

HK$17,000 

□ 個人會員 

HK$1,000 

□ 副主席 

HK$15,000 

□ 支持機構 

隨緣贊助 

為保障個人資料的私隱權，本會確保在收集、使用、保留、轉移及查

閱個人資料方面的政策及常規，均符合香港法例規定。 

（請參閱背頁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香港紅磡工商業聯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Hung Hom Commerce & Industry Associations Ltd 

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 41 號凱旋工商中心第 1 期 2 樓 F 室 

Unit F, 2/F., Kaiser Estate Phase 1, 41 Man Yue Street, Hung Hom, Kowloon, HK. 
Tel : 6736 3888  Fax : 2366 8333  Email : info@hkhhci.com  Web : http://hhcnia.org/ 

 (F/2017/001 rev.09)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的私隱 

香港紅磡工商業聯會有限公司（「我們」或「我們的」）在收集、儲存、使用及傳送個人資料時尊重 閣下的私隱法律

權利，而此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會說明我們的私隱實務。我們的政策是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及私隱專員發出的所有有關實務守則及指引的規定。為執行此政策，我們將確保我們的職員依循在保安

及保密方面的最嚴格標準。請細閱下文，以了解我們關于將如何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之政策及實務。若我們認為有必要

時，此政策可不時予以修訂或以其他方式予以更改，但我們會向 閣下發出有關任何該等修訂或更改的事先通知。 

 

「個人資料」指任何個人識別資料或敏感性資料（例如：姓名、職業、地址、聯絡詳情、身份證或護照號碼、閣下的年

齡……），從該等資料確定有關的個人身份是切實可行的。 

 

我們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用於的目的 

當 閣下申請我們會籍時，我們會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如閣下希望我們處理閣下成為本計劃會員的申請， 閣下必須

向我們提供在會員登記表上標示為必須填寫的個人資料。有關個人資料將會被我們用於以下目的: 

(a) 申請、日常運作、延續及終止 閣下之會籍； 

(b) 向 閣下提供我們的資訊、通告及其他信息； 

(c) 核實閣下的身份； 

(d) 按對我們有約束力的任何法例要求，向任何香港政府機關披露個人資料； 

(e) 處理捐款的行政工作，如發出臨時及正式收據、收款通知，及作捐款記錄等等；及 

(f) 用作統計或資料硏究。 

 

未能提供資料的後果 

閣下如未能按要求提供必須的資料，將會有礙我們達到上述有關收集資料之目的。 

 

披露 

在我們確實向 閣下收集個人資料的情況下，我們將會： 

(a) 以此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或以另行通知的方式告知 閣下我們正在收集閣下的資料，及我們將會對我們收集的該等個人

資料作出的使用；及 

(b) 告知閣下我們將如何儲存閣下的個人資料，以及閣下可如何查閱、更改及刪除我們已儲存的個人資料。 

 

在法律程序中使用個人資料 

若基於任何理由（包括向 閣下追討閣下欠我們的任何款項），我們有必要對閣下採取行動時， 閣下明示同意，在識

別 閣下的身份及對 閣下採取法律行動時，可以 閣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作為依據。 

 
查閱及改正資料的權利 
閣下可隨時要求查閱及改正在我們的任何紀錄中與 閣下有關的個人資料。若 閣下需行使任何上述權利，可按以下地

址、傳真號碼或電郵與我們聯絡，並在 閣下的通訊上註明「保密」字樣。回應閣下的要求時，我們可能要求 閣下提

供某些關于 閣下的資料，以確定 閣下乃該等資料所指的人士。若 閣下要求我們終止會籍，我們不會保留 閣下的

個人資料。在終止會籍的情況下，在我們毋須再根據法律保留 閣下的個人資料後，我們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早刪除

該等資料。 

 

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閣下（1）如要求： 

（i） 查閱或改正資料；及/或 

（ii） 提供關於我們對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實務的一般資訊， 

以及（2）如有一般疑問及投訴，請向下列人士提出： 

 

秘書處（註明「保密」字樣）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 41 號凱旋工商中心第 1 期 2 樓 F 室 

電郵：info@hkhhci.com.hk 

 

資料的保留 
我們會在為貫徹 閣下的個人資料被收集的目的所需的時間內保存該等資料。我們亦可為統計目的而保留個人資料檔案。

我們將銷毀不再需要的個人資料。 

mailto:info@hkhhci.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