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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SHIP CARD APPLICATION FORM (FOR ATHLETES) 

會會會會    員員員員    証証証証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表表表表    ((((只只只只    供供供供    運運運運    動動動動    員員員員    填填填填    寫寫寫寫    )))) 
 

 

Please 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 請請請請 以以以以 正正正正 楷楷楷楷 填填填填 寫寫寫寫 各各各各 項項項項 ) 
 

Name in English* :    英英英英 文文文文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Surname  姓氏姓氏姓氏姓氏  Other names 名字名字名字名字 

 

Name in Chinese* :   Sex* :  中中中中 文文文文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性性性性 別別別別*  
 

HK Identity Card No. * (First letter and three digits) :  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身身身身 份份份份 証証証証 號號號號 碼碼碼碼* ((((首英文字母及三位數字首英文字母及三位數字首英文字母及三位數字首英文字母及三位數字))))            XXX(X) 
 

Residential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  居居居居    住住住住    / / / / 通通通通    訊訊訊訊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Home Tel. No.* :   Mobile Phone No.* :  住住住住 所所所所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號號號號 碼碼碼碼*   手手手手 提提提提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號號號號 碼碼碼碼*   
     

E-mail Address* :   電電電電 郵郵郵郵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Occupation :   Office Tel. No. :  職職職職 業業業業   辦辦辦辦 公公公公 室室室室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號號號號 碼碼碼碼  
  

Sport Type* :   End of contract* :  所所所所 屬屬屬屬 運運運運 動動動動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合合合合 約約約約 屆屆屆屆 滿滿滿滿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 date日日日日 / month月月月月 / year 年年年年 ) 

    

Residing in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now* : Yes ����      or     No ����  現現現現 時時時時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在在在在 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體體體體 育育育育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居居居居 住住住住* 是是是是         或或或或        否否否否  

     
Signature* :   Date :  簽簽簽簽 署署署署*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used for contact and statistical purpose.  申請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作聯絡及統計之用。 

2. If you do not provide the data marked with (*)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the processing time of your application may be affected. 申請表中有(*)號的項目必須填寫，否則會對申請的處理有所影響。 

3. The Library will not transfer your personal data to other persons or companies.  本圖書館不會把你的個人資料轉移給其他人士或機構。 

4.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and amend your personal data on your application form.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查閱及更改申請表上所填寫的個人資料。 

 

  

FOR OFFICE USE ONLY 此此此此 欄欄欄欄 只只只只 供供供供 本本本本 圖圖圖圖 書書書書 館館館館 填填填填 寫寫寫寫 
     

User Category & No. :   Date received:   

       

Expiry date:   Date issued:   

 

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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