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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灣遊艇會 

會員申請

感謝閣下申請成爲白沙灣遊艇會會員。以下是會員事務小組為閣下提供的會員申請程序及指引，希望藉

此協助閣下與會員事務小組分享閣下的經驗和加入本會的原因。

了解本會的文化和合適的申請人

本會的文化以及所提供的服務是由會員塑造而成的。因此，我們有責任通過會員事務委員會維護這個文

化，讓所有會員能樂在其中。

本會在推廣和籌劃活動方面受政府的契約所約束。為了保持這個契約，推動和支持具競爭力而又富娛樂

性的帆船活動是我們首要的任務。

我們主要的資金來源及大部分的實質支持均來自會員，其次就是來自個人和公司給予帆船活動的贊助。

因此，積極參與本會活動對本會長遠而良好的發展尤為重要。

本會由各小組委員會委員管理。會員必須準備運用各自的專長投入並參與這些委員會的工作，從而為本

會增值，這一點非常重要。

本會受公司章程和附例約束。如申請成功，閣下將要簽署確認同意遵守當中的規例。

我們的餐飲設施僅為會員和訪客而設，並為本會的主要活動提供支援。餐飲設施不可作為申請會員的唯

一理由。

以這些主要事項為焦點，我們認為核心會員：

因此，能展示這些範疇的申請人會有優勢。

請注意: 

• 目前，本會的碼頭、浮泡、岸上及層架泊位已滿座，而且等候各類泊位的人數衆多。

• 本會不會考慮涉及任何商業元素的會員申請（例如：利用本會的處所及/或設施進行商業活動）。

• 與香港所有由民政事務局（民政局）管理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契約）會所一樣，白沙灣遊艇

會的契約需要續約，而下一次續約將於 2027 年。儘管本會不斷努力滿足（甚至超過）民政局的

要求，並且已經為下一次續簽契約進行了認真的準備，但亦不能確保能否成功續約。假如本會

在 2027 年不獲續約（在不大可能發生的情況下），本會別無選擇，只能終止其營運，在此情況

下，已支付的任何入會費將不獲退還。

我們在本申請表的最後一頁提供了一些注意事項以供指導。另請參閱本會網站有關申請會員指引的白沙

灣遊艇會小組委員會職務資料。 

請先下載並保存申請表。於填寫每頁後，再次保存檔案。 

• 會駕駛帆船或有不同程度的航行經驗，而且為此渴望使用本會各項設施。

• 渴望參與我們的訓練課程以學習駕駛帆船，以及參與帆船聯誼活動和參加比賽。

• 使用機動船和水上電單車作康樂用途。

• 能夠為本會的活動提供支援，如：賽事管理、訓練，及參與本會的小組委員會工作（如閣下申

請成功，我們會期望閣下能在首年局部參與這些活動）。

https://hhyc.org.hk/admin/upload/applicantsguide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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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灣遊艇會 

會員申請表

申請會員類別 資深普通 普通 短期

公司 青年

申請日期 

第 1 節—關於本人 
請上傳近期護照尺寸的照片 

或連同申請表通過電郵發送

姓名 

地址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手機號碼    住宅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我的職業 

居住香港的年期 

打算使用本會的直屬家庭成員 

過去 12 個月到訪白沙灣遊艇會的次數及原因 

相片 



3 
V27 (20210504) 

第 2節—駕駛帆船/駕駛機動船/水上運動的經驗

請選擇能反映閣下經驗的部分。 

甲部 — 駕駛帆船 （請勾選適用於閣下和/或閣下之家庭成員的項目）

 現時是本地/海外的活躍航海員。

 過去曾經積極參與帆船活動。

 具備駕駛帆船資格。例如：

 遊樂船隻操作人牌照

 RYA 證書 
 香港帆船總會證書

 其他

 參與帆船比賽（本地或海外）。

 參與帆船康樂活動（本地或海外），例如：小船隊、航海假期等。

 過去曾參與白沙灣遊艇會的帆船訓練課程/探險週/機動船訓練課程等。 

 現時或之前擁有的船隻（本地或海外）。

 小帆船

 龍骨船

 獨木舟/槳板 
 機動船/個人船隻（水上電單車） 

 本人渴望透過遊艇會訓練課程學習/改進本人的帆船技術。 

乙部 — 駕駛機動船

 本人活躍於使用機動船/水上電單車。 

 本人具備駕駛機動船/水上電單車的資格。例如： 
 遊樂船隻一級操作人牌照

 遊樂船隻二級操作人牌照

 RYA 機動船 
 RYA 個人船隻駕駛（水上電單車） 
 其他

 本人渴望透過遊艇會訓練課程學習/改進本人的機動船/水上電單車技術。 



4 
V27 (20210504) 

丙部 —其他水上運動

 本人對其他水上運動有經驗 / 興趣（請在下方說明） 

丁部 —船隻擁有權

 本人現時擁有一艘船隻（請在下方註明該船隻的詳情和位置）

 本人計劃向白沙灣遊艇會會員購買一艘船隻（請在下方註明該船隻和該會員的詳情）。 

 如本人的申請成功，本人將需要使用遊艇會的海事設施（請在下方註明閣下需要的設施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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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節—希望成爲會員的原因

本人計劃 

 參加帆船或小帆船比賽 

 學習駕駛帆船 

 駕駛休閒帆船或小帆船 

 駕駛機動船及水上電單車 

 參加其他水上康樂運動（請提供詳情） 

 其他（請提供詳情） 

第 4節—本人將如何為白沙灣遊艇會增值

本人可擔任下列職務以支持遊艇會：

 賽事主任

 助理賽事主任

 標記鋪設員

 教練/助理教練 
 賽果協調員

 異議處理委員會/訂立規則 
 駕駛安全艇

 帆船訓練活動（教練/安全艇管理/小帆船賽事支援） 
 投入時間或金錢以支持本會和慈善活動（24 小時賽事/活動贊助/產品和服務） 
 其他（請提供詳情） 

另請列出閣下現時或曾經是活躍會員的任何其他會所（請列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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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節—如本人的申請成功，本人承諾將於首 12個月參加的活動
*

 會員或家庭成員完成帆船訓練課程（小帆船、龍骨船、機動船、水上電單車、助教訓練、安全艇

訓練）。

 會員或家庭成員參與水上運動（帆船比賽、探險週、賽事系列、出海日等）。

 在比賽日/帆船比賽中支援賽事主任，如：鋪設標記、協助賽事主任和編制賽果（本會在這方
面 面會免費為閣下提供培訓）。

 租用本會船隻（J80、Hebe One、Quest — 需通過本會取得合適資格）。 

 駕駛本會或自己的船隻支持本會的活動（僅限於持牌人 — 有可能需要完成本會的安全艇訓練）

 義務為本會的慈善活動提供支援/籌款（24 小時賽事、Hebe 龍隊或其他活動）。 

 為本會活動籌集價值港幣 10,000 元的贊助。 

 為其他會員組織本會活動（請舉例說明）。 

 本人不想為任何上述活動作出承諾。

* 我們將會在邀請閣下加入成為會員時與閣下商討上述事宜，以探討我們如何幫助閣下完成這些活

動。會員事務委員會將會在 6 個月後為此進行檢討。

第 6 節—本人有興趣參與的委員會工作，以及本人可以在哪方面提供協助（請參閱有關申請會員指引的

白沙灣遊艇會小組委員會職務資料）

 規劃及工程委員會

 賽事委員會

 帆船訓練委員會

 海事執行委員會

 餐飲及活動委員會

 24 小時賽事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機動船委員會

 人力資源委員會

 會員事務委員會

 Hebe Jebes 工作小組 
 本人不想參與遊艇會任何委員會的事務

本人的經驗或技能如何為遊艇會提供幫助：



7 
V27 (20210504) 

第 7節—推薦人

閣下的推薦人需認識閣下最少兩年。否則請註明。會員事務委員會將會為閣下另作安排。 

(注意：推薦人必須是入會最少兩年的本會活躍會員，而且一年內不得推薦多於兩名人士入會。) 

沒有推薦人
 本人沒有任何會員作為推薦人（請見備註第 7 節）。 

或

本人確認以下會員已同意推薦本人，並願意在貴會認為有需要時聯絡他們以支持本人的申請。

推薦人一 (提名人) 

姓名 :   

會員編號 :   

會員年資 :   

手機號碼 :   

電郵地址 :   

認識年期 :  

推薦人二（附議人） 

姓名 :   

會員編號 :   

會員年資 :   

手機號碼 :   

電郵地址 :   

認識年期 :   

聲明

 本人確認，本人提供的所有資料均屬真確無誤。如本人的申請成功，本人將會在任何時候都會遵

守貴會的規則。

面試時間 

 本人可於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出席面試 

 本人可於晚上 6時至 8時 30 分出席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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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會員指引及填寫申請表的提示 

請以數碼格式填妥申請表，並電郵至會員事務部 membership@hhyc.org.hk。

請確保閣下在申請表上提供所有資料。未填妥之申請表將會被退回。 

備註： 

第 1 節—關於本人。提供所需的資料。在家庭方面，提供有關將會通過閣下的會籍使用本會的直

屬家庭成員（如：配偶/伴侶和子女）的詳情。 

第 2節—駕駛帆船/駕駛機動船/水上運動的經驗。請詳細提供與閣下的經驗和資歷有關的資料。

我們有可能要求閣下提供文件證據以支持閣下的申請，例如：獲取的資格、曾參與的賽事和帆船

康樂活動。 

第 3節—希望成爲會員的原因。請詳述閣下希望加入本會的原因和閣下計劃如何使用本會的詳

情。

第 4節—本人將如何為白沙灣遊艇會增值。請詳細解釋閣下可如何以會員身份為本會作出貢獻

（請註明閣下在香港活躍參與的任何其他會所）。 

第 5 節—如本人的申請成功，本人承諾將於首 12 個月參加的活動。為了協助閣下融入本會和參

加各類活動，本會期望新會員在他們加入的首 12 個月內完成兩項或以上的特定活動。請記下閣

下承諾將會完成的活動。 

第 6 節—本人有興趣參與的委員會工作以及本人在哪方面可提供協助。本會不會強制規定在閣下

剛加入的幾年內擔任小組委員會委員，但我們將會為有潛質加入小組委員會的會員建立數據庫，

以備不時之需。有關各小組委員會的資料，請參閱有關申請會員指引的白沙灣遊艇會小組委員會

職務資料。 

第 7 節—推薦人。請確保閣下認識推薦人。因為，我們有可能在面試其間或其後聯絡他們以支持

閣下的申請，從而在決策過程中提供協助。如閣下沒有具備合資格的推薦人，請在第 7 頁推薦人

一欄中相關的方格内打勾。本會將會與閣下聯絡以取得進一步資料。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申請表内包含的資料將由本會職務委員及與會員申請過程相關的員工使用。本會可能於面試前在會員

公告板上顯示閣下的姓名和照片。 如有必要，本會可能會保留閣下的資料長達 12 個月。在此之後，如果

閣下還沒有成為會員，則該申請資料將會被銷毀。閣下成為會員後，您提供的資料可能會被轉移到本會

的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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