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義工申請表格 

請用正楷填寫並在適當地方加上 號     #請圈選出最適用者 
申請類別：□普通會員  □普通會員（長者優惠）□義工(請填寫 A,B,C 三部) 

          □家庭會員  已繳全費之家庭成員(主咭人)姓名：1.____________/會員編號_________  姓名：2.____________/會員編號________ 

A. 個人資料 (為向 閣下提供最佳服務，請盡量提供以下資料；如未能提供足夠資料，將未能為 閣下完成辦理登記手續)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身份證相同)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身份證相同) 

別名(可選填) ：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國  籍：□中國  □其他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英文字母及首三位數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聯絡電話(1) (可供接收 SMS 短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2)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請填寫以享用本會網上自助系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背景資料 

宗教：□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伊斯蘭教  □道教  □沒有宗教信仰  □其他：____________ 

如為基督教或天主教徒，信仰狀況：□成人水禮  □未受洗  □已受堅信禮    □慕道者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成為本會會員的其他家庭成員名稱(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狀況： □已婚   □分居/離婚   □未婚   □鰥/寡   □其他 子女數目(如有)：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1) □小一至小二(2) □小三至小四(3) □小五(4) □小六(5) 

 □中一(6) □中二(7) □中三(8) □中四(9) □中五(10) 

 □中六或中七(11) □文憑或副學士(12) □大學或以上(13) □不詳 □其他：___________ 

職涯狀況： □在職*  □家務料理者/家庭主婦  □退休*  □待業  □在學  (*請填寫在職或退休前所屬之職業類別) 

職業類別：  □創意、藝術 □教育 □財務、會計 □飲食 □政府、公共事務 

 □酒店、旅遊 □人力資源 □投資、保險、地產 □法律 □物流、運輸 

 □維修 □製造、建築 □公關、新聞、傳媒 □醫療 
□個人服務(美容、美

髮、保健等) 

 □水、電技術 □物業管理、保安 □出版、設計 □社會服務 □電訊、資訊科技  

 □批發、零售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樂捐港幣__________元，作為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服務發展用途。 
（若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憑本會收據可申請免稅。支票抬頭：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會員申請須知 
1. 會籍有限期為一年，所有已繳交會費不能退回。 
2. 會籍類別：普通會員年費$30。60 歲或以上人士優惠年費$10。家庭成員(附屬成員)免費。 
3. 填妥申請表後，請連同會費之劃線支票（支票抬頭：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寄回「香港麥當勞道一號 103 室 會員事工隊」。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改正、刪除及限制使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要行使這些權益，請電郵

至 member.enquiry@ywca.org.hk。 
5. 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作參與活動管理，與會員保持聯繫用途，包括提供本會最新活動及服務通訊或推廣、籌募善款、進行

研究/分析/統計、收集意見，及其他配合本會宗旨及使命的事項。如欲查詢本會有關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之聲明，請向詢問處索
閱或瀏覽 www.ywca.org.hk。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使用我的資料作通訊及宣傳用途。 

□ 本人為香港居民。 

□ 本人證明以上資料正確無訛。 

申請人簽署（18 歲以下人士可以自行或由家長代簽）：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關係） 

跟進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費代碼：  O   C   W  

收費：$________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會證號碼：0 000 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登記   □續會   □補發會證   □更新資料 

職員專用 9.2020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mailto:member.enquiry@ywca.org.hk
http://www.ywca.org.hk/


義工登記 
義工類別：□女青義工 □福音義工（請填寫「福音義工」部分） □長者支援服務隊義工（長者支援服務隊編號：_______） 

C. 義工服務 

義工經驗： □沒有經驗     □少於一年     □一年至三年     □四年或以上 

義工訓練： □有受過訓練   □沒有受過訓練 

義工對象： 

（可選多項） 

□幼兒 □兒童 □青少年 □婦女 □家庭 

□長者 □任何服務對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範疇： 

（可選多項） 

□女性領袖培育及性別意識教育 □輔導服務 □佈道及靈性培育 

□社會服務及社區教育 □文化交流及國內服務 □到校服務活動推行 

專長及技能： 

（可選多項） 

語言 □外語(1)：________  聆聽能力：__   說話能力：__   寫作能力：__（5 分最高，1 分最低） 

□外語(2)：________  聆聽能力：__   說話能力：__   寫作能力：__ 

設計 □平面設計 □產品設計 □建築/室內設計 □時裝設計 □其他設計：_________________  

□設計軟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電腦軟件應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樂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運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舞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維修 (持水電專業證書)：_______________ 

□攝影 

□攝錄 

□編輯 

□急救：______________(專業證書及有效期) 

□其他專長及技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福音義工（若非申請為福音義工則毋須填寫） 

是否已決志：□是  □否 

決志年份：________ 

信仰狀況：□成人水禮  □未受洗  □已受堅信禮  □慕道者 

受洗年份：________ 

有否參加崇拜/彌撒：□有  □沒有 

參加崇拜/彌撒頻率：□甚少  □間中  □穩定 

有否參加團契/小組聚會：□有  □沒有 

參加團契/小組聚會頻率：□甚少  □間中  □穩定 

恩賜/事奉： 

（可選多項） 

□執事/堂委 □詩班員/敬拜歌手 □主日學老師/團契或小組導師/小組組長 □文字工作 

□影音 □個人佈道 □初信者栽培 □祈禱 

□美術設計 □其他恩賜/事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生命異象/目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義工申請須知 

1. 填妥申請表後，請寄回「香港麥當勞道一號 103 室 會員事工隊」。 
2.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改正、刪除及限制使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要行使這些權益，請電郵

至 member.enquiry@ywca.org.hk。 
3. 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作參與活動管理，與會員保持聯繫用途，包括提供本會最新活動及服務通訊或推廣、籌募善款、進行

研究/分析/統計、收集意見，及其他配合本會宗旨及使命的事項。如欲查詢本會有關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之聲明，請向詢問處索
閱或瀏覽 www.ywca.org.hk。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使用我的資料作通訊及宣傳用途。 

□ 本人證明以上資料正確無訛。 

申請人簽署（18 歲以下人士可以自行或由家長代簽）：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關係） 

供本會同工專用 
社署紀錄冊編號：F31-________________ 

面見評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見職員簽署：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義工經理/協調同工簽署核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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