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匯點星匯點星匯點星匯點 Starrix 通訊地址：九龍中央郵政局郵政信箱 73513號 網頁：http://starrix.hk 電郵：info@starrix.hk 

會員申請表會員申請表會員申請表會員申請表格格格格 Application Form 2011 

姓名 Name (中文)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日 DD 月 MM 年 YYYY 

身份證號碼 HKID No. 
_ _ _ _ * * * 
(   ) 

性別 Sex   M  /  F 

通訊地址 Address  

  

  

  

電郵 E-mail  

住宅電話 Home Tel.  傳真號碼 Fax No.  

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MSN  

教育程度 Education  職業 Occupation  

學校/僱主 School/Employer  

天文興趣  

Astronomical interests  

擁有的天文儀器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owned  

入會期望  

Expectation  

願意協助本會籌備活動嗎？ 

Are you willing to be our helper? 

願意 Yes □ 

不願意 No □ 

*你申請成為的會員種類 

Type of members applying for 

永久會員 Permanent Member  □ 
        全年    下半年 

成人會員 Adult Member   □     □ 

青少年會員 Youth Member  □     □ 

簽署 Signature  
家長/監護人簽署 
(18歲以下申請人) 

 

日期 Date    
 

# 出生日期只用作製作不同星座的會員證或作其他本會相關星座福利品用。 

* 會員種類及繳交會費方法請參閱附件。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將被妥善保存及只用作核實會員身份，不獲接納申請及退會人士，其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FOR OFFICIAL USE ONLY 本會專用本會專用本會專用本會專用 

Application Approved (President) 

Date of Approval  

Cash / Cheque No.  

Membership No.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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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簡介本會簡介本會簡介本會簡介 

 本會乃香港稅務局認可之慈善團體，並於社團註冊處登記，編號為 30569。本會宗旨在於讓市民及學生們認識宇宙及夜空，推廣普及天文。 

 本會在第七屆將會推出最四期會訊，而每期會訊，本會亦會附送一張 4R 精美的天文相片給各會員。此外，每月皆有大、小型觀星或講座活動，本會亦會繼續協助各中、小學及社區團體籌備或協助觀星活動。 

 

續會會員續會會員續會會員續會會員 只需填寫姓名只需填寫姓名只需填寫姓名只需填寫姓名，，，，如過去資料如過去資料如過去資料如過去資料中中中中，，，，有任何改動有任何改動有任何改動有任何改動，，，，亦可填寫亦可填寫亦可填寫亦可填寫。。。。 

會員種類會員種類會員種類會員種類 

 

會員種類會員種類會員種類會員種類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會費會費會費會費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首次入會手續費首次入會手續費首次入會手續費首次入會手續費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永久會員 任何年齡 $2250 + ($20) 

成人會員 18 歲或以上 $150(每年) + ($20) 

青少年會員 18 歲以下 $100(每年) + ($20) 

學校會員 
以教育條例註冊 學校為單位 

$300 + ($20) 

 

* 除永久會員外，所有會員之會籍有效期為每年 1 月 1 日至翌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新會員優惠： 1. 贈送觀星全攻略一本。 

2. 贈送小型觀星電筒。 

3. 天文年曆卡。 

4. 立即享有會員所有福利直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5. 可成為本會助理委員。 

續會會員福利： 1. 贈送觀星全攻略一本。 

2. 贈送小型觀星電筒。 

 

2011年學校會員優惠年學校會員優惠年學校會員優惠年學校會員優惠：：：： 

1. 一次週末免費到校講座 (1.5 小時) 

2. 協辦活動折扣優惠 

3. 觀星全攻略 (3 本) 

4. 會訊 (每期 3 套) 

5. 年曆卡 100 張 

6. 全天星圖 100 張 

 



下半年會員會費下半年會員會費下半年會員會費下半年會員會費：：：： 

如申請人於 2011 年 5 月 1 日後申請成為本會會員，可選擇成為下半年會員： 

 

會員種類會員種類會員種類會員種類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會費會費會費會費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首次入會手續費首次入會手續費首次入會手續費首次入會手續費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永久會員 任何年齡 $2250 + ($20) 

成人會員 18 歲或以上 $75 + ($20) 

青少年會員 18 歲以下 $50 + ($20) 

學校會員 
以教育條例註冊 學校為單位 

$300 + ($20) 

 

* 除永久會員外，所有會員之會籍有效期為 7 月 1 日至翌年 12 月 31 日。 

繳交會費方法繳交會費方法繳交會費方法繳交會費方法 

 

1. 於本會活動期間直接繳交會費及入會表格予幹事或財政，繳交會費者獲收據確認。 

 

2. 直接把款項傳入恆生戶口 254-3-052571，並把收據影印本及入會表格寄往本會通

訊郵箱 (九龍中央郵政局郵政信箱 73513 號)。 

 

3. 把支票及入會表格同時寄往本會通訊郵箱，支票抬頭寫 “星匯點” 或 “STARRIX”。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歡迎致電 10-11 年度本會會長陸昕南小姐 (電話：60484191) 或 10- 11 年度本會的福利

物資負責人梁逸勤先生 (電話：91689617) 或電郵至本會 info@starrix.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