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厦溪單車會
入會申請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性別

會員編號 (車會專用)

Name in Chinese

Name in English

Sex

Member No. (For DCC use only)

DC 出生地點

出生日期（年/月/日）

年齡

身高(厘米)

體重(公斤)

Place of Birth

Date of Birth (YY/MM/DD)

Age

Height (cm)

Weight (kg)

聯絡地址（英文）

緊急聯絡人 及 電話

Address in English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Phone No.

聯絡地址（中文）

電話（流動電話）

Address in Chinese

Phone No (Mobile):

雇主 / 學校名稱

職業

Name of Employer / College

Occuption

電子郵箱

香港身份證號碼

香港單車聯會會員編號

Email Address

HKID No.

HKCAA Member No.

踩單車經驗（年）

曾參與之單車隊隊名

推薦人

Any experience for riding (Year)

Name of Ex-Cycling Team

Referral Person

加入本會之原因

入會費+會衫+吊帶褲

Reason of joining

Entrance Fees + Team Uniform set

合共$ 400

個人目標
Personal Target

以往單車比賽之成績（包括本地及海外）
Award of Cycling (Local/Overseas)

備註：
1. 請附上兩張證件近照(1 吋半x 2 吋)及會費，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厦溪單車會」 或「DOERFLER CYCLING CLUB」
寄回 香港新界元朗厦村鄉新圍 40 號。
2. 會員可透過銀行櫃檯／櫃員機直接轉入本會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帳號 033-755265-838。請留轉賬收據，以玆證明入數。
U

Remark:
1. Please enclose 2 recent photos (passport size) and checks payable to “DOERFLER CYCLING CLUB”, return to No.40 San
Wai, Ha Tsuen, Yuen Long, N.T., Hong Kong
2. You can also use direct credit to our HSBC Bank A/C No.033-755265-838. Please retain bank receipts for prove of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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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旨
1.1 本會致力推行單車運動，提高大眾對單車運動之認識。
1.2 系統的訓練培育青少年參加單車比賽，管理車會及統籌組織事務。
1.2.1 透過單車活動及比賽，鍛鍊青少年的意志和毅力。
1.2.2 响應環保，倡導單車成為香港的環保交通工具。
1.2.3 提倡以踏單車來享受健康生活帶動單車活動向良好及正確的方向發展。
1.2.4 建立團隊合作的精神，以車會友為目標。
1.3 無論是那一區的車友，各類車種，只要是熱愛單車運動，都無任歡迎。

2. 入會資格
2.1 申請人，凡年滿 12 歲以上，男女均可；及
2.2 申請人，必須遵守本會章程 ”會員守則” 及 “各項條款”
2.3 並且通過本會主席／副主席／委員會／顧問，會面或電話及電郵之審核程序，包括：
（個人品行，騎行操守，個人理念等等）方能合乎入會資格，如果入會後發現有會
員不遵守本會章程 “會員守則” 及 “各項條款，會員資格立即取消; 及
2.4 若成功批核之申請， 申請人可填寫入會申請表（附上兩張證件近照(1 吋半x 2 吋）
及按章程簽署後繳交入會費用，方可正式成為合資格之會員。

3. 會員權益
所有已繳交年費及經批核的會員，各人可優惠價購買到一套限量版會衣，及由贊助
商提供的水壺一個 。(視乎供應而定)。
3.2 會員能優先參加本會舉辦的活動。
3.3 有機會參與車會會務及成為車會核心成員。
3.4 會員優惠價格購買車會用品。
3.5 會員優惠價格購買贊助商產品及服務。
3.6 會員優惠價格購買單車用品。
3.7 會員優惠價格参與付費活動。
3.8 有機會被推薦成為出賽贊助隊員。
3.9 出賽贊助隊員優先使用本會提供的訓練器材。
3.10 出賽贊助隊員於出賽期間的報名、交通及飲品費用。
3.1

4. 首次入會費 及年費
4.1 首年入會費為港幣 400 元正。(入會費包括車會隊衫及吊帶褲)
4.2 每年續會會費為港幣 50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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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員責任聲明
5.1 現凡加入之本會之會員，會籍有效期為一年，(不會另行通知）。
5.2 如有本會會員申請退會、轉換會籍或代表其他單車隊作賽者(包括香港隊或國家隊)，
皆需得到執委會批准，否則車會有權向違規者追究責任。
5.3 對申請代表“香港或國家隊” 出賽者，請不少於一個月前予書面或電郵通知本會或
負責人核實批准。
5.4 至於申請退會者(放棄會籍) 亦與 5.3 項相同，而已繳交之年費概不退回，而本會會
保留追究責任之權利。
5.5 在會籍有效期間，會員應參與每次車會活動。如會員每年出席率不足 50％，本會有
權終止該名會員之會籍。(車會活動：如各項比賽／宣傳／會慶等等。不同活動有不
同計分制，車會會在每次活動之前在本會網頁公佈。)
5.6 本會對以上各項條款擁有最終保留或更改之權利。不會另行通知。

6.

會員守則及條款
6.1 本會執委會（指車會委員會核心成員）對任何會務有絕對權力，而最終決定權歸於主席。
6.2 會員可對會務提出意見，如有爭議，主席有最終決定權。
6.3 主席得按本會需要委任本會執委，以推動本會活動。
6.4 本會一向歡迎各會員成為執委委員，會員可推薦或被推薦有資格的會員成為委員。
6.5 會員須遵從本會執委會指示，避免作出不必要的爭拗。
6.6 會員入會必須填妥入會申請表格及繳交年費，待批核後，並收到會員編號後，才正
式成為本會會員。
6.7 所有以本會名義舉辦的活動，必須有至少 3 名本會執委參與，否則一律禁止任何人
使用本會名義舉辦任何活動(包括商業及政治活動)，違規者會被取消會籍，本會並保
留追究之權利。
6.8 為建立團隊合作精神，會員應互相幫助。資深會員應盡力協助新加入者，本會亦嚴
禁任何小圈子活動。
6.9 如糾紛涉及私人事務，請私下以其他方式解決，以免影響本會聲譽。

7 會員義務
7.1

一般會員活動：
7.1.1 會員應抽空出席車會活動，除可以鍛鍊自己的意志及體能外，並可增進會員
之間的友誼，一舉兩得。
7.1.2 為方便辨認，會員於出席本會舉辦的各種比賽或活動時，應穿著本會會衣參
加。
7.1.3 報名參加活動的會員，務必準時出席。若臨時因事缺席或遲到, 請在本會網站
留言或致電通知給本會委員。
頁 3/5

香港厦溪單車會
7.2

比賽及贊助隊員：
7.2.1 贊助隊員(車手)及車隊隊長必須出席本會安排之推廣活動。
7.2.2 贊助隊員(車手)及車隊隊長必須出席本會安排的比賽及練習 (缺席比賽者必
須有合理証明，否則所有出賽及練習有關費用需自行負責)。

8. 免責聲明
8.1 所有戶外活動均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凡報名參加者均視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
人，每個人必須自行購買相關意外保險，如在活動中發生人身損害或財物損失，應
立即通知保險公司協調相關事宜，本會或領隊均不承擔責任及作出任何形式賠償，
請自行依據法律規定解決。
8.2 代他人報名者必須將以上注意事項告知被代報名參加者，凡報名者均視為接受本聲
明，凡被代報名參加者均視為已通過代他人報名者知曉以上注意事項並接受本聲
明。
8.3 本聲明中關於免除領隊及本會賠償責任之約定效力，同樣適用同行人員。
8.4 本聲明將自動生效並表明參加者接受本聲明，否則，請在啟程時退出該次活動。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楚明白及在毫無干擾的情況下，願意遵守以上守則。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凡未滿 18 歲之入會者，必須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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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員
主 席：
總幹事：
財 務：
委 員：

鄧振基
陳國榮
鄧就輝
鄧展鵬

聯絡方法
地址 : 香港新界元朗厦村鄉新圍 40 號
電郵 : doerfler@doerflercycling.com
網頁：www.doerflercycling.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厦溪單車會專用 (For Doerfler Cycling Club use only)

會員近照

本會批准申請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入「香港厦溪單車會」成為正式會員。
批核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厦溪單車會 (
代行 )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籍續期 (蓋有會印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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