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準三：運作及活動紀錄 表格五:會員 / 續會申請表  

 

2020 年 11 月 頁 85/ 2  

救世軍社會服務部  

The Salvation Army Social Services Department  

單位名稱：    竹園青少年中心     

會員／續會申請表  

Membership / Membership Renewal Application 

* 新會員 New Member   續會 Membership Renewal    

* 聯繫家庭會員 Affiliated Family Member   

*(基本會員姓名 Name of  Member:___________     關係 Relationship: ____________________) 

 入校表格 Application from School  (學校名稱:__________ ________ 入證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 Applicant                      

*姓名(中) 

Name(Chi) : 

 

                      (英) (Eng) :                      

*性別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出生日期                                          年齡         

Date of Birth :           年 yy      月 mm       日 dd   Age:          

*電話 Telephone : (手提 Mobile)                             (住宅 Home)                                 

*住址  電郵 

Address :                                                   E-mail :                                    

 

狀況 Status 

在學 Study   在職 Employed  家庭照顧者 Home Carer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職業  公司/學校名稱 

Education :               Occupation :               Name of Company 

/School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姓名 

Name of Contact 

Person for Emergency  

 

                  
*關係 

Relationship : 

 

                  
*電話 

Telephone : 

 

                

與申請人不同住址，請提供： 

Not same as Applicant address, please provide :                                                                    
註：*為必須填寫的項目。以上收集的個人資料作為向申請人提供服務及綜合統計和服務質量評估之用，而申請人所提供的

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倘申請人有需要查閱及改正申請表上所填報的個人資料，歡迎向當值職員提出申請。本人明白在活

動期間拍攝之照片及影片，中心有可能用作活動宣傳及推廣服務之用。另外，請閱讀以下項目及在適當方格內填上「 」： 

Note: * is a must-fill item.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used for delivery of services for the applicant(s) and compilation of statistics. 

The provision of the personal data for processing this application is voluntary. If the applicant(s) wish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to request 

correction of, his/her personal data in rela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it is welcome to make such request(s) by applying to our staff. I understand 

that The Salvation Army will use the activity photos and videos for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purpose. Besides,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items and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如申請人不希望收取本單位郵寄之刊物，請於方格內加上號   

I am unwilling to receive unit’s publications by mail. 

   如申請人不願意收取到本軍教會印製之刊物及資料，請於方格內加上號  

I am unwilling to receive publications from the Corps of The Salvation Army.  

   如申請人不願意以電子通訊形式收取本單位之資料，請於方格內加上號 

I am unwilling to receive information of the units via e-contact. 

申請人簽署 日期 

Signature of Applicant：                           Date :                                    
                                                                                                                                    

單位專用 For Official Use Only 

負責職員姓名 

Name of Responsible Staff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已發證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Membership card delivered 

備註 Remark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轉後頁 >>

會員號碼 Membershi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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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社會服務部  

單位名稱：竹園青少年中心 

保障個人資料意願書  

 
 

關於上述單位向本人收集個人資料事宜，本人得悉以下各項：  
 

1.  救世軍社會服務部轄下單位致力遵守及執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

確保在處理個人資料的過程中，資料當事人的私隱得到尊重和保障。  

 

2.  單位將依照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的

種類包括但不限於姓名﹑電話號碼﹑地址及電郵。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用於

救世軍服務和活動的推廣﹑申請﹑安排﹑意見收集及籌募捐款，並會抽取有

關資料作規劃﹑統計及審核用途。  

 

3.  在符合上述目的和用途之下，個人資料有可能會轉移給第三者，例如：政府

部門﹑社會服務機構及公用事業機構等。除此之外，沒有得到資料當事人的

同意，這些資料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士或組織披露﹑出售﹑租借及轉

讓，除非是法律的需要或頒令。  

 

4.  資料當事人有權對提供的個人資料作合法查閱﹑改正和要求停止使用作推廣

用途，每宗查閱及複印需收取指定費用，辦理停止推廣則費用全免。  

 

5.  單位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儲存在單位範圍內，只限有需要知情的人士才可查

閱該等資料，並會嚴格保護所有的書面和電子紀錄，並根據法規保留和清除

所保存的個人資料。  

 

6.  資料當事人向單位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並就其個人所知，該等資料均屬

真確和最新。如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將有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和服務

提供。  

 

本人已明白上述內容，對於單位使用本人個人資料的用途有以下通知：  

 

   本人不同意單位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即                   

                                                          

  (如✓，必須註明不同意使用的個人資料種類和用途。 )  

 

姓 名(正楷全寫)：   簽署：   

聯 絡 電 話 ：    日期：   

 

 

此意願書必須由資料當事人簽署，並交回上述單位  

遞交此意願書辦法：  

透過傳真(號碼：    23515303    ；親臨或郵寄：   竹園南邨社區中心 2-4 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