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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香港女童軍總會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FOR ADULT ONLY) 

會員申請表 (成年會員) 

*Compulsory fields 必填資料 

(A)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稱呼 Title * 先生/Mr   小姐/Miss  太太/Mrs   其他/Others 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Surname: Other Name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姓氏 名字 

香港身分證 / 香港出世紙 / 護照號碼 (請提供首個字母連 3 個數字):* 

H.K.I.D. Card / HK Birth Cert. / Passport No. (Please provide the alphabetic prefix and 

the First 3 Digits): 

        x x x ( x )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 

 

        /       /     

(dd 日  / mm 月 /   yy 年 ) 

性別 

Sex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English) 

 
(中文) 

  

  

職業 Occupation   

聯絡電話 I* 

(辦公室/住宅/手提電話)  

Contact No I 

(Office/Home/Mobile)* 

 聯絡電話 II 

(辦公室/住宅/手提電話)  

Contact No II (Office/Home/Mobile) *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傳真 Fax. No.  

婚姻狀況 Marital Status:  

(此整欄可選擇填寫 Optional 

column) 

 

未婚 Single 

已婚 Married 

配偶姓名 Name of Spouse: 

英文姓名 

(Surname)               (Other Names)                    

中文姓名 

(姓氏)                (名字)                        

語言 Spoken Language  廣東話 Cantonese  普通話 Putonghua  

英語 English      其他，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服務範疇 Service Areas (只供新申請者填寫 New Application Only) 

希望服務的分區 Where do you like to provide service?* 

 

希望集會的時間 When do you wish to attend unit meetings?*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擬參加的職位 Choose the post you would like to join* 

制服會員 (只限女性參加) 

Uniformed member (for female only) 

Or 

或 

非制服會員 (男/女性均可參加) 

Non-Uniformed member (for male/female)  

 小蜜蜂領隊 Happy Bee Leader  興趣章評核員 Badge Assessor  

 小女童軍領袖 Brownie Guider     導師 Lecturer  

 女童軍領袖 Guide Guider   地方協會/分會會員 Regional /District Association Member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深資女童軍領袖 Ranger Guider 

 樂齡女童軍領隊 Golden Guide Group Leader  其他，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樂齡女童軍 Golden Guide 

 

請現任領袖填寫 (For existing Guider only) 

隊號 Unit No*:  港島 IS/東九龍 East KLN /西九龍 West KLN /新界 NT 第   

快樂小蜜蜂隊 Happy Bee Hive/小女童軍隊 Pack/女童軍隊 Guide/ 深資女童軍隊 Range guide Service 

Unit/深資海女童軍 Sea Ranger/ 深資航空女童軍 Air Ranger/樂齡女童軍隊 Golden Guide Unit  

 

領袖職位 Guider Post: 領袖 Guider  副領袖 Assistant Guider 到任日期 Take-over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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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義務工作經驗 Volunteer Work Experience 

機構名稱 

Name of Association 

職銜/服務種類 

Title/Service Type 

服務日期 

Service Period 

   

   

   

   

其他機構認可資格 (如有，請列明) Qualifications of other Organization (If yes, please specify) 

(例如：游泳教授、拯溺、急救 e.g. Swimming Teacher, Life Saving, First Aid…) 

機構名稱 

Name of Association 

證書簽發日期 

Date of issue 

認可資格名稱 

Qualifications 

   

   

   

   

 

(D)女童軍經驗 Guiding Experience 

制服會員 

Uniformed 

Member: 

小女童軍

Brownie 

Guide 

女童軍 

Girl Guide 

深資女童軍

Ranger Guide 

青年領袖 

Young Leader 

見習領袖 

Cadet Guider 

領袖 

Guider 

總監 

Commissioner 

訓練員

Trainer 

年期(年) 

Period 

(Year): 

由 From 

 

至 To 

由 From 

 

至 To 

由 From 

 

至 To 

由 From 

 

至 To 

由 From 

 

至 To 

由 From 

 

至 To 

由 From 

 

至 To 

由 From 

 

至 To 

宣誓日期 

Date of Enrolment: 

  委任日期 

Appointment Date: 

   

完成領袖訓練課程或導論課程

Completed Leaders Training Course or 

Orientation: 

屆數 

Serial No 

 組別 

Section 

 日/月/年 

dd/mm/yy 

 

銀章 (連證書) 

Silver Badge w/ Cert.: 

日/月/年 

dd/mm/yy 

 金章 (連證書) 

Golden Badge w/ Cert.: 

日/月/年 

dd/mm/yy 

 

 

非制服會員 

Non-uniforme

d Member: 

 

 

□ 隊伍非制服助手 

   Unit Non-uniformed Helper 

請註明日期 Please specify the period: 

□ 興趣章評核員 Badge Assessor 請註明日期 Please specify the period: 

□ 指導員 Instructor 請註明日期 Please specify the period: 

□ 地方協會/ 分會會員 Regional/   

   District Association Member 

請註明日期 Please specify the period: 

□ 其他，請註明職銜及日期 Others, please specify the title and date:  

曾獲頒發獎項 

Awards 

received: 

□長期服務獎 Long Service Award 

 

請註明曾獲最高的長期服務獎年份 Please specify the latest long service 

award you have obtained：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曾考取之資格 

Qualification 

gained: 

名稱及日期 

(Name & Date)  

 

 

國際/內地交

流活動經驗 

International 

/China 

Exchange 

Experience:  

 

 

本人明白填寫本表格是出於自願和提交的資料正確無訛。 

I understand that I supply the data by means of this form is voluntary and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true and 

correct. 

  

簽名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此表格，然後寄回 “香港女童軍總會”。 地址：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Please send the duly completed form to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Address: No.8, Gascoigne Road,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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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註 

組別年齡 Age Group of Uniformed / Guiding Members 

Membership Category 年齡 Age 備註 Remarks 

小蜜蜂 Happy Bee  4-6 (*男女童均可 for boys and girls) 

小女童軍 Brownie  6-12 (*只限女性 for female only) 

女童軍 Guide      10-18 (*只限女性 for female only) 

深資女童軍 Ranger / 深資海女童軍 Sea Ranger 15-23 (*只限女性 for female only) 

深資航空女童軍 Air Ranger 17-23 (*只限女性 for female only) 

樂齡女童軍 Golden Guide 55 歲或以上 55 or above (*只限女性 for female only) 

領袖 Guider 21 歲或以上 21 or above (*只限女性 for female only) 

 

 
 

[適用於 18歲及以上人士] 
 

香港女童軍總會 

(「總會」) 

 

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條例》」)的通函(「通函」)  

 

1. 收集個人資料：總會不時需要就其活動向其會員、職務人員、人員及僱員收集個人資料(「資料」)。 

 

 在本通函內，「相關人士」一詞指會員、職務人員、人員及僱員。 

 

 2. 收集資料的目的：  
(i)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分為必須目的及自願目的。如果資料被用於必須目的，而若相關人士希望總

會接納某人士為會員或委任某人士以任何職務身份行事或受僱於總會，則相關人士必須提供他/

她的資料予總會。未能提供該資料可能導致總會無法接納某人士為會員、委任某人士以任何職務

身分行事或僱用某人士。 

 

(ii) 如果個人資料僅被用於自願目的，相關人士可告知總會不得將資料用於該目的，而總會將不會如

此使用該資料。  

 

(iii) 相關人士必須為以下目的提供資料： 

 

(a) 總會的日常運作； 

(b) 僱傭目的，包括薪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晉升、評核或終止僱用； 

(c) 會員登記、與相關人士通訊或其他有關目的； 

(d) 職務人員登記，記錄與職務人員及人員資格以及人員評核有關的資訊； 

(e) 向會員、職務人員及人員提供關於由總會透過其各區所籌辦項目及活動的消息； 

(f) 向會員提供有關活動、訓練課程、興趣班、課堂、工作坊、聚會、交流計劃、旅遊、旅行、

遠足、會議、論壇、研討會及營地以及其他活動的通知； 

(g) 提供由總會或其他組織或政府部門所發出的通訊、報告、宣傳小冊子、期刊或其他文件； 

(h) 提供出席由其他組織或政府部門所籌辦的訓練程序及活動或者參加由其他組織或政府部門

所籌辦的比賽/提名的請柬； 

(i) 與上文所列出的目的直接有關的目的。 

 

3. 向其他人士轉移資料：總會可將閣下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不論是否總會成員的任何其他人士及/或為與女

童軍運動有關的運作目的或任何其他目的而有需要使用閣下個人資料的任何其他人士。此等人士包括： 

 

(i) 贊助總會或其活動的贊助機構(包括學校及福利機構)的職員； 

 

(ii) 為在總會運作上提供意見及協助的目的而由總會成立的不同工作委員會及籌備委員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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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為支持及關注當地隊伍而設立的地方協會或分會的成員；及 

 

(iv) 在與總會的有職守人士相關的情況下，為了就女童軍運動隊伍的運作開立銀行帳戶的目的而向銀

行提供該等資料。 

 

4. 直接促銷 ：總會希望按在本段內所規定的方式使用資料作直接促銷 – 許可為此目的使用資料僅屬自

願性質。如果總會為此目的使用資料，總會必須取得閣下書面同意(而此項同意可包括表示不反對)。 

 

就此而言： 

 

(i) 總會可將總會不時所持有的相關人士的姓名、電話號碼(流動或住宅)、地址(辦事處及住宅)、電

郵地址、短訊(短訊服務)、傳真號碼(辦事處及住宅)用作直接促銷；  

 

(ii) 可用作促銷以下類別的服務、產品及標的： 

 

(a) 索求對總會的捐贈； 

(b) 銷售貨品，即紀念品、制服、刊物、徽章、手冊、興趣章、戶外活動貨品、旗幟、光碟及

數碼多功能光碟； 

(c) 參與收費項目，例如課程、活動、訓練程序、工作坊、講座、旅遊、旅行、遠足、交流計

劃、露營、研討會、營地及產業的使用或者由其他組織、政府部門所籌辦的訓練程序及活

動。 

 

相關人士須填妥本通知書所隨附的「拒絕服務要求 – 使用/提供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要求表格」)，

以表示同意/不同意使用/提供他/她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如果相關人士不希望總會使用他/她的資料作上文所述的直接促銷，他/她可在要求表格內說明如此或在任

何其他時間將此通知總會。  

 

5. 查閱及改正資料的權利：根據及按照《條例》的條款，任何個人有以下權利： 

 

 (i) 查核總會是否持有關於他/她的資料及查閱該資料的權利； 

 (ii) 要求總會改正任何有關他/她的不準確資料；及 

 (iii) 確定總會在資料方面的政策及實務，並獲告知總會所持有個人資料的種類。 

 

 按照《條例》的條款，總會有權就處理任何查閱或改正資料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6. 個人資料及紀錄保留期限  (2015年 5月增補) 

 

 根據及按照《條例》保障資料第二(2)原則，總會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步驟確保資料的保存時間不能超

過使用該等資料而達到原定目的之實際所需。 

 

 因此，根據及按照《條例》的要求，總會將會依據以下附表刪除 女童軍 / 女童軍職務人員 / 會員 / 

義工 的個人資料及相關紀錄： 

 

(i) 女童軍 / 女童軍職務人員 / 會員 / 義工 由離任起計已滿 18個月； 

 (ii) 女童軍 / 女童軍職務人員 / 會員 / 義工已滿 18歲及已經 18個月沒有參與總會的活動。 

 

女童軍 / 女童軍職務人員 / 會員 / 義工 可以在上述提及刪除個人資料的預定日期之前以書面要求

總會保留他/她的個人資料直至他/她向總會發給 30天書面通知要求總會刪除他/她的個人資料。 

 

7. 保障資料主任：就上文第 2及 5段而言，任何 (i) 關於使用或提供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的同意、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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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拒絕服務要求及 (ii) 關於查閱或改正資料，或索取關於資料政策及實務以及所持有資料種類的要

求，應向下列人士提出： 

 

  保障資料主任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九龍加士居道 8號 

  電話：[2332 5523] 

  傳真：[2428 7787] 

  電郵：dpo@hkgga.org.hk 

 

8. 本通函不會限制相關人士在《條例》下所享有的權利。  

 

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如有任何不符或抵觸，將以英文版本為準。   

 

2015年 5月 

 

**** 

本人已細閱及全面了解在本通函內所列出的條款，並且同意此等條款，但如在上文另有指明則除外。 

 

 

日期：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正楷) 

 

隊伍編號：_______________    *女童軍職位 /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 或 護照號碼  

 

 

 

 (應提供前綴英文字母及首 3個數字) 

 

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提供護照號碼的首 4個數字)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註：會員應提供有 *星號的資料。 

    X X X (X ) 

 



November 2015 

拒絕服務要求 – 使用/提供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致： 保障資料主任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 

九龍 

 加士居道 8號 

 

 電話：[2332 5523] 

 傳真：[2428 7787] 

 電郵：dpo@hkgga.org.hk 

 

 

本人確認本人已接獲、閱讀及了解總會「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通函」(「通函」)。  

 

本人了解，本人並非必須容許按在通函第 4 段內所規定的方式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本人現可

在以下相關的一個或多個空格加上剔(「」)號，藉此一般性或選擇性地拒絕服務，以及在沒有收到本人書

面同意下，總會不能在總會本身或其他各方的直接促銷中使用或提供本人的個人資料。本人同意以下指示

凌駕本人在提出此要求之前向總會傳達的任何選擇。  

 

  

[本人選擇   甲項(一般性拒絕服務)** /  乙項(選擇性同意)**。] 

(**請選擇以上一項並在適當空格加上剔 (「✓」)號。)  

 

 

********************************************** 

甲項：一般性拒絕服務 

********************************************** 

 

 本人在此空格加上剔(「✓」)號，以示本人不希望本人的個人資料被用於在通函第 4段內所述的直接促

銷目的，以及本人不欲收到總會或任何其他人士的任何促銷通訊。   

 

 

*********************************************** 

乙項：選擇性同意 

*********************************************** 

 

另外，本人可選擇特定的個人資料及直接促銷目的，而總會可將其用於選定的直接促銷目的。本人填妥以

下空格，以表示本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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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在以下空格加上剔(「✓」)號，以示本人同意總會使用本人在下文指明的個人資料，向本人發送

促銷通訊：  

 

 姓名 

 電話號碼(流動或住宅) 

 地址(辦事處及住宅) 

 電郵地址 

 短訊(短訊服務) 

 傳真號碼(辦事處及住宅)  

 

2. 本人在以下空格加上剔(「✓」)號，以示本人同意總會使用本人在上文所指明的個人資料，為下列促

銷目的向本人發送促銷通訊： 

 

  索求對總會的捐贈； 

 銷售貨品，即紀念品、制服、刊物、徽章、手冊、興趣章、戶外活動貨品、旗幟、光碟及數碼多功

能光碟； 

 參與收費項目，例如課程、活動、訓練程序、工作坊、講座、旅遊、旅行、遠足、交流計劃、露營、

研討會、營地及產業的使用或者由其他組織或政府部門所籌辦的訓練程序及活動。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 或 護照號碼： 

 

 

(應提供前綴英文字母及首 3個數字) 

 

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提供護照號碼的首 4個數字) 

 

 

隊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童軍職銜/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附註：有關指示須在自接獲此要求日期起計最多 [7] 個營業日後方會生效。 

    X X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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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專用 FOR OFFICE USE ONLY 

Application passed to respective 

department 

 

Date: By  (Name & Dept) 

 

 Current Member ( record attached)   Former Member    New Application    Others 

 

Reply to Applicant Date: 

 

Code No.: 

Applicant assigned to  Unit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S / E Kln / W Kln / NT 

HB / Pack / Company / RGSU / GG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in Guiding  Guider  

 Assistant Guider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of assignment 

 

Membership Office  

 

Receive Date:  Checking the form on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