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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屆 入 會 申 請 書 

(請以正楷填寫) 

姓名(中) 

 

 姓名(英) 

 

性別 照片 

 

機構名稱 

 

 職位 

地址 

 

 

電話  手提  

傳真  網頁  

電郵  

會務聯絡人 

 電話  

電郵  

委員會 

會籍類別 

(請在適當□

內打) 

□ 女企業家委員會委員$1,000*    □女企業家委員會會員$200* 

□ 青年委員會委員$1,000*        □青年委員會會員$200* 

□ 醫務委員會委員$1,000*        □醫務委員會會員$200* 

□ 地產及建築委員會委員$1,000*  □地產及建築委員會會員$200* 

*備註: 

1. 成為會員後方可擔當會內職務，申

請成為會員須繳交當屆會費。 

2. 本屆任期為 2016/17 年度。 

3. 成為會員後方可擔當會內職務，申

請成為會員須繳交當屆會費。 
  

會員類別(請在適當□內打)：□永久會員 HK$ 1,500   □商號會員 HK$ 500   □個人會員 HK$ 300   □灣中之友 

(為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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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符合香港法例第 486 章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條例”)。) 

個人通訊地址  

出生日期  出生地點  

身份證號碼  回鄉証號碼  

 

現付上會務經費 HK$ _______________ ，個人身份證副本、入會申請書及咭片資料收集表。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玆願遵照貴會章程加入為 (會籍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予照准依章註冊為荷    此致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申請人 簽署                            介紹人 簽署                         

 

         日期                             介紹人 姓名                         

請將贊助費及餐費以劃線支票交回，抬頭「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有限公司」。 

郵寄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28 樓 秘書處潘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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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的有關刊物上載公司資料及成員個人照片 

請在□內加上號選擇類別： 

□請不要將本公司資料及成員個人照片刊登於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有關刊物。 

□請將本公司以下資料及成員個人照片刊登於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有關刊物供公眾瀏覽。 

  □公司名稱及職位  □代表人姓名  □通訊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網址 

  □相片(請附 JPG 檔)              □電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性質 :(不多於 10 字，例如: 禮品包裝、飲食業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類別介紹 
1 會員類別 永久會員 商號會員 個人會員 *灣中之友 

2 費用 HK$1,500 HK$500 HK$300 免費 

3 會員大會投票權 √ √ √ X 

4 全港購物節網上平台品牌推廣 恆常 兩年 兩季 一個月 

5 會務資訊 √ √ √ √ 

6 **會員期限 永久 一屆 一屆 不適用 

7 
可使用本會聯絡資料作會員個人商務通訊方式  

(如：以本會會址作收信地址、電郵、傳真等) 
√ √ √ X 

8 ***送贈一款企業版動態貼圖 (價值$120)  (只限一次) √ √ √ X 

9 「灣中季報」刊登廣告優惠 (如：人才招聘、品牌推廣、專題報導) √ √ √ X 
*灣中之友： 

為凝聚團結各工商業界友好，強化及擴大網絡，本會誠邀各位於會內現任／曾任職的成員，成為「灣中之友」與本會保持緊密聯繫。本會將

保留基本個人資料如姓名、電話、公司地址、電郵等作通訊聯繫之用。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與秘書處聯絡。 

**每屆任期為兩年，本屆任期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永久會員除外。 

***詳情請向秘書處查詢。 

註：本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欲申請為商號會員，請填妥以下資料並提交商業登記証副本。 

 

本司現申請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商號會員，資料如下： 

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英文名稱: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英文名稱: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務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英文名稱: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電話:_____________    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網址: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及蓋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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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資料： 

行業： 請出貴公司的行業（請選擇最相近的一個） 

 

製造業 

□ 化學及生物科技     □ 電子           □ 飲食製造 

□ 工業機器        □ 珠寶首飾         □ 金屬製品 

□ 印刷及出版       □ 紡織及製衣        □ 玩具 

□ 鐘表          □ 其他 （請注明）＿＿＿＿＿＿＿＿＿＿＿ 

 

非製造業 

□ 銀行、保險及其他金融服務 □ 建造           □ 電影及數碼娛樂 

□ 進出口貿易        □ 資訊科技         □ 專業服務 

□ 地產           □ 飲食及酒店        □ 電訊 

□ 旅遊           □ 運輸           □ 批發及零售 

□ 其他 （請注明 ＿＿＿＿＿＿＿＿＿＿＿＿＿＿） 

 

產品／服務種類：（按重要性依次序列） 

                                                                                          

                                                                                          

僱員人數： 香港地區 ＿＿＿＿人 內地地區 ＿＿＿＿人  其他地區  ＿＿＿＿人 

 

來年最希望本會籌備的活動： 請排列您對不同活動的喜愛程度，填上 1（最希望）至 14（最後選擇）。 

    會員優惠      外地考察活動     會員內部交流     文娛藝術活動 

    活動政府資助資訊     科技創新活動     人身安全關注活動     交通運輸活動 

    政府政策交流     電腦培訓資訊     一般培訓或進修資訊     工商資訊 

    服務地區工作     財務融資     其他 （請注明）                  

        

 

對於本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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咭片正面 

姓名：   英文姓名：        

公銜（e.g. JP）：  會銜：  

電話：  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微信號：  Whatsapp :  

相片：  如選擇郵寄相片，請在相片背面標上 閣下姓名； 

 如選擇電郵相片，請電郵至 info@wcwica.org.hk，並用 JPG 格式、300DPI 相片，及以

閣下姓名命名文件。 

咭片背面 

（由於名片位置有限，最多可填寫 10 個職位，並以此排序為準，請確認排序。） 

公司/機構名稱 職位 公司/機構名稱 職位 

1)  6)  

2)  7)  

3)  8)  

4)  9)  

5)  10)  

咭片資料收集表 

本人： 

□  需要製作會員咭片，每套 300 張 /HK$300。  

*董事局成員第一套咭片 (300 張 )為免費。  

□  需要製作會員咭片，每套 500 張 /HK$480。  

□  不需要製作會員咭片。  

支付辦法： 
（１）辦事處現金支付，或 
（２）支票號碼＃＿＿＿＿＿＿＿＿＿＿＿＿＿費用＄＿＿＿＿＿＿＿＿＿＿＿＿＿ 
      支票抬頭：「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有限公司」 
   郵寄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28 樓 

簽署：                         日期：                        

           (本人確認以上資料無誤) 

聯絡人：                       電話：                        

回覆  □電郵： info@wcwica.org.hk    □傳真： 2111 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