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Young Entrepreneurs

商會宗旨
• 凝聚具熱誠的香港青年創業家, 建立互動交流平台, 分享創業經驗及心得
• 定期舉辦活動和會議, 緊密聯繫社會上各行各業, 讓青年創業家擴闊人脈網絡,拓展商機
• 匯聚商界翹楚, 藉著聯繫、經驗分享, 促進青年創業的發展
• 就青年創業的相關議題, 發表意見和積極作出回應,爭取社會各界對青年創業更大的支持
與認同, 及維護青年創業家的權益
• 持續推動香港的創業文化和精神, 並就青年創業工作提供支援和教育 聯繫國內及世界各
地的青年創業家, 交流及分享創業心得, 將青年創業文化發揚光大

成立背景
香港青年協會( 以下簡稱「青協」 ) 於 2005 年獲「青年創業國際計劃」(Youth Business
Interna!onal) 認可, 成立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YBHK) , 一直扶持青年創業, 以培訓和獎勵計劃, 推
動青年創業家精神, 至 2015 年, 已扶持超過 300 位青年人創立逾 150 項業務。在青協的支
持及推動下, 一班志同道合的青年創業家, 創立「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 旨在凝聚 18 –
45 歲創業青年, 爭取在社會上更大的支持與認同, 致力為創業青年拓展網絡 、製造商機，
並推動青年創業家精神, 為本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促進多元經濟及創造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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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 – 入會申請表
注意事項

申請人在填寫本《申請表》前,請細閱「入會資格」#(見下一頁)

會員權利
1. 定期接收商會、香港青年創業計劃及有關創業的最新資訊
2. 獲邀參與會員聚會, 拓展網絡
3. 以會員價參與商會舉辦的講座及課程
4. 以會員價參與內地或海外創業交流活動
5. 以會員身份於商會網站及其它渠道上獲得公司推廣及發佈機會，並享有其它會員優惠
會員收費
1.年費為
⾸首次⼊入會費為HK$2,000元正，須每年續會
元正* (2019年會員會⾃自動續
1.
HKD$2,000 元正* , 每年會藉到期日為，3續會會費為港幣$500
月 31 日。
會並
豁免
續會費，會籍⾄至2020年3⽉月31⽇日
)
。
2. 須每年續會, 續會會費為港幣$500 元正*。

3.
若於 10 月 31 日後加入, 年費為 HKD$1,000 元正 *本商會保留修訂每年年費及續會會費用的權利
*本商會保留修訂每年年費及續會會費⽤用的權利；已繳交年費及會費將不會因退會或會員資格被終
⽌止⽽而獲得退回。
已繳交年費及會費將不會因退會或會員資格被終止而獲得退回。
申請方法
1. 申請者必須繳交以下證明文件, 並必須於申請表上填寫正確和真實資料。本會將不會處理任何不
完整或不準確的申請。
口 填妥之申請表格
口 香港身份證副本
口 申請人現經營之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
口 會費付款收據副本或支票 (如適用)
銀行資料: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支票抬頭為 「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有限公司」, 銀行賬號: 004-848-790234-838
2. 填妥之表格及有關文件連同會費付款紀錄, 請以下列方式遞交:
- 電郵至 secretariat@hkgcye.org.hk 或
- 郵寄／親身遞交: 香港黃竹坑道 33-35 號創協 11 樓 B－E 室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秘書處收，請註明
「HKGCYE 入會申請」。
3. 遞交表格及確認文件收齊後, 本會會以電郵方式確認每位會員之登記是否成功。
4. 會籍不可轉讓予他人
5. 香港青年創業家商會擁有最終批核會籍的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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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會員資格
如有發生下列情形, 商會 有權終止會員資格而毋須通知:
口會員提供虛假資訊
口不正當使用或讓他人使用會籍
口有意妨礙商會的營運
口利用商會活動,進行非法、示道德或犯罪行為

個人資料(私隱)收集聲明
1. 閣下所有遞交之文件均不獲退回, 所呈交之資料, 只用作為會員提供通訊和資料之用及香港青年創
業計劃及商會運作及管理之用 。若會員未能提供或定期更新有關資料,或會導致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及商會未能為會員提供既定的會員服務,屆時會籍可能會被終止。
2.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十八、二十二及附表一載列第六原則,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表格內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甲部: 申請人類別 〔請選擇最少一項〕
A 成功獲批核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YBHK
B 經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YBHK 支持並成功獲批核香港小型貸款計劃
C 獲得滙豐青年創業大獎的青年創業家
D 成功經香港青年創業計劃進駐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之創業家
Z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

備註: 「入會資格」# 申請人若非屬 甲部 A 至 D 項人士, 即屬 Z 項類別, 入會必須符合下列 資格:
1. 申請人必須為 45 歲或以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
2. 申請人必須在過去兩年內持有申報業務並參與不少於六個月營運
3. 申請人持有之業務必須已向香港特區政府辦妥註冊登記，並持有經營其業務或活動
所需或必要的一切有效許可證及牌照
4. 申請人必須通過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理事會資格審查

3

第一部份: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暱稱:

香港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國籍:

電郵地址:

流動電話號碼:

WhatsApp 電話號碼:

性別:

加入商會 WhatsApp 群組
Facebook 賬號:

WeChat 賬號:

加入商會 Facebook 群組

加入商會 WeChat 群組

通訊地址:

第二部份: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成立年份:
行業:

商業登記證號碼:

製造加工

貿易物流

生化科技

⇥鐘錶珠寶/潮物精品

⇥環保節能/智能物聯

玩具遊戲

飲食餐飲

時裝飾物

媒體創意/公關推廣

⇥印刷設計/包裝書刊

零隻批發

健康醫療

⇥資訊數據/社交平台
⇥專業服務/教育商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請說明):
業務形式:

獨資

合夥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網址:

Facebook 專頁:

通訊地址:
業務概述:

4

有限公司

第三部份: 其他
如何得知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
⇥
網上搜尋

報紙

講座/活動

⇥
朋友介紹

宣傳單張

YBHK

海報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

在簽署本表格同時，本人確認
口 本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年齡為 18-45 歳;
口 明白及接受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申請須知內所有條款;
口 確認本表格及隨附文件所提供的資料均屬正確,並無缺漏;
口 同意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收集本人資料及文件,以作審核是次申請之用;
口 同意收到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活動推廣資訊及優惠，經由 WhatsApp, Facebook, SMS, 電郵等方
式接收;
口 同意公開公司聯絡資料，以便商會進行推廣活動;
口 本人承諾將積極參與此計劃的各項推廣活動及會議。本人明白若不履行此項承諾,香港青年創業
家總商會有權即時終止本人的會籍。
公司蓋章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職銜: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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