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體育會李福林體育館
TAI PO SPORTS ASSOCIATION Li Fook Lam Indoor Sports Centre
新界大埔安祥路二號 2 On Cheung Road, Tai Po, N.T.
電話(Tel): 2664 8661 傳真號碼(Fax):2666 7910 電郵地址(E-mail):tpsa@tpsa.org.hk

會員申請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請用正楷填寫。交回此申請表時，須出示身分証明文件及遞交一張1.5吋X2吋彩色証件近照照片。
Please 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and a 1.5" x 2"colour recent passport photo must be produced and provided respectively when this
application is made.

本人申請為 I apply as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 ”號 Please inser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1 □ 普通會員 Ordinary Member

2 □ 青少年會員 Juvenile Member (-18)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全名
Full Name in English

香港身分證號碼
HKID Card No.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

/
/
/ MM /

3 □ 長者會員 Senior Citizen Member (60+)

性別
Sex
YYYY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電話
Phone

電郵
E-mail

(住宅 Home)

(手提電話 Mobile)

緊急聯絡人姓名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緊急聯絡人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No. of the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本人聲明本人之身體健康狀況適宜參加大埔體育會舉辦之康體活動，並願意遵從大埔體育會認可人士的指導，並同意遵守大埔體育會
的各項章則。
I declare that I am physically fit and capable to join all physical activities provided by TPSA. I agree to obey the instructions given by the authorized persons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 regulation of Tai Po Sports Association.

本人聲明申請表所提供之資料出於自願，證實所填資料正確無訛，本人同意大埔體育會根據以上所提供的聯絡方法(包括姓名、電話、電
郵及地址等)，透過 電話、電郵及郵寄，向您提供本會資訊。並將有關資料作處理會員申請、統計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
I hereby declare and con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which I am required to disclose in this application is voluntary. I warrant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true, correct and complete. I agree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used for membership, opinion survey and future contact purposes ( such as
telephone, email and mail) by Tai Po Sports Association only.

以下簽名證明本人已閱讀、符合及同意所有印在此表格上的條件及聲明。
I declare that I agree to all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disclosures 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Name of Parent / Guardian
只適用於18歲以下之會員 For member below 18 only

申請人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 /

日期
Date

與申請人關係
Relationship to the applicant

會員彩色近照
Member's recent photo

本會專用 FOR OFFICIAL USE ONLY
Fee$

Paid Date

Staff

Remark

Receipt

P.T.O.(轉下頁)

大埔體育會徵求會員簡章
(一)

宗旨
本會以提倡體育、促進健康、陶冶性情為宗旨。廣徵熱愛體育人士為會員，以期羣策羣力，共同推進體育運動。

(二)

體育設施
本會建有室內體育館，設備包括健身室、舞蹈室，綜合運動及舞蹈館及可容納五百觀眾之室內體育館。每年均舉辦各項體育運動之訓練班及比賽。

(三)

入會守則
1.
凡品行端正、思想純潔，不分性別，有志鼓勵體育之士。惟本會執行秘書根據本會章則有權否決任何申請，並無須公佈理由。
2.

凡欲申請本會會員，得填妥會員申請表，連同相片一張及所需費用，親身交往本會詢問處辦理。若未能即時提交相片，由本會代為拍照，每次二十元。

3.

甲）本會會員共分八類如下：
a. 贊助人及顧問 － 由本會邀請各界人士擔任及免繳會費
b. 永遠名譽董事 － 一次過繳交入會費不少於十萬元（須經介紹人推薦，並經執委會通過）
c. 永遠會員 － 一次過繳交入會費不少於五千元（須經介紹人推薦，並經執委會通過）
d. 名譽會員 － 由本會邀請各界人士擔任及免繳會費
e. 公司會員 － 每年會費一千元（由每年 4 月 1 日至翌年 3 月 31 日有效）
f. 普通會員 － 每年會費一百元（年齡十八歲或以上，個人會員會籍之有效期，由申請當日起計一年內有效）
g. 青少年會員 － 每年會費三十元（年齡十八歲以下，個人會員會籍之有效期，由申請當日起計一年內有效）
h. 長者會員 － 每年會費三十元（年齡六十歲或以上，個人會員會籍之有效期，由申請當日起計一年內有效）
乙） 本會會員共分兩大類：

a. 有選舉權及被選權
Ⅰ. 永遠名譽董事

Ⅱ. 永遠會員

b. 無選舉權及被選權
Ⅰ. 贊助人及顧問

Ⅱ. 名譽會員

Ⅲ. 公司會員

Ⅳ. 普通會員

Ⅴ. 青少年會員

Ⅵ. 長者會員

丙） 會員申請入會程序

a. 普通會員、青少年會員、公司會員、長者會員：申請時不需要任何介紹人，只需要出示身份証明文件（如身份証、學生手冊、商業登記等 ）
4.

本會會員有下列之權利：
a.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乙 a.）

b. 通函建議權（乙 a.）

d. 享受各種運動，惟其中規定繳費者，仍需繳交。
5.

本會會員有下列之義務：
a. 遵守本會章則及規定 / 本會加入其他體育機關之定章
d. 代表出賽運動

(四)

c. 會員大會表決權（乙 a.）

e. 代表出賽運動之被選權

e. 愛惜本會名譽

b. 宣傳本會宗旨

f. 會員互相協助

c. 擔承選委各職

g. 介紹親友入會

會員守則
1.

1.
2.
3.
4.
5.
6.

會員自動退會者，須來函本會除名，但所繳各費，概不發還。
會員地址，如有更改，必須來函通知會方。
會員須繳足會費，方有享受權益資格。
會員一切權益，只限本身享受，絕對不能轉讓別人。
會員借用，使用本會一切設備或參加各類訓練班課程須出示有效之會員証。
會員違反會規，行為有影響本會利益或秩序，或有意不遵守規章，又無合理之解釋者，經執行委員會議決，得撤銷其會員資格。

(五)

非會員使用設備前，必須購買本會之嘉賓貼紙，每張十元，嘉賓貼紙只限當場使用，不得轉讓別人。嘉賓使用更衣室須跟隨同行會員使用。

(六)

若遺失或損毀會員証，必須補領，補領會員証費用為每張二十元。

(七)

此簡章如有未盡善之處，本會得隨時修改之。

個人資料（私穩）條例通知
1.

收集目的：對於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大埔體育會將用作本會或協辦人士及團體於接受、管理及推廣會籍申請，各項康樂及體育活動之用。

2.

資料轉移對象類別：你在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可能會為上文第一段所述目的而向政府部門、協辦人士及團體披露。

3.

拒絕申請：你所提供之資料將會用作本會處理申請之用，如你未能提供全部資料，可能會導致你的申請被延誤或拒絕。

4.

查詢個人資料：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第 18 及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索取或改正資料，請以書面方式寄達下述第 5 項之
人員。本會於處理資料的需要時，或會收取小額費用以彌補有關的開支。

5.

查詢：如對這份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包括查詢及改正資料，應以中文或英文書面向大埔體育會行政總監聯絡，地址為大埔安祥路二號。

6.

用途：如你並不希望本會使用此表格內的資料作本會或協辦人士及團體作推廣服務之用，請以書面通知本會上述第 5 項之人員，惟因我們需時處理，你可能仍會短時期內
收到有關郵件，如有不便，敬請原諒。

NOTICE TO APPLICANTS RELAT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1.

Purpose of Collection: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application form will be used by us, Tai Po Sports Associ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management enrolment and
promotion of membership application, recreation and sports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our Association and co-organizing parties.

2.

Classes of transferees: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application form may be disclosed to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co-organizing parties and other relevant
persons and bodies for purpose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3.

Refusal of application: Your information is necessary for the performance of our functions, failure to supply in full as required may result in the delay or refusal of your application.

4.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You have the right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data as provided for in Section 18 and 22 and principle 6 of Schedule 1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r right to obtain a copy of your personal data and/or make corrections should be written by post to item 5 below. To handle such case, a small sum of
administrative fee may be levied by our Association to cover the relevant cost.

5.

Enquiries: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including the making access and correc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in writing 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to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ai Po Sports Association Ltd at 2, On Cheung Road, Tai Po, N.T.

6.

Usage: If you do not wish us to use the information on this form for the promotion or marketing of services from us or co-organizing parties, please inform in writing to the officer
as stipulated in item 5 above. However you may still receive the relevant mail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ause we need time to process the c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