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資料:  

商業登記証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公司)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負責人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事寵物業務年期:________________   店鋪數目:________________   員工人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資料: 

業務性質: (可選擇多於一項) 

A.   零售類 批發類 服務類 

□ 寵物店(售賣狗)  □ 寵物/水族用品批發商 □ 寵物寄養 

□ 寵物店(售賣貓狗)  □ 寵物/水族用品 □ 寵物訓練 

□ 寵物店(售賣貓) □ 寵物繁殖者 □ 善終服務 

□ 寵物店(只售賣寵物/水族用品) □ 魚場(觀賞魚繁殖者) □ 寵物移民 

□ 寵物店(附設寵物美容服務) □ 寵物用品生產商 □ 寵物美容學校 

□ 水族店 □ 寵物保險 

□ 爬蟲專門店 

□ 雀鳥專門店 □ 其他與寵物有直接關係之商業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小動物專門店 (會員資格需經董事局審核) 

□ 狗餐廳/餅店 

 

B.   □ 寵物/水族用品出口商 □ 本地或海外之寵物相關組織或團體 

□ 本港註冊獸醫 □ 個別之寵物興趣組織 

□ 其他與寵物業有聯繫之公司 

 

申請類別:  □ 正式會員 (A類業務,有投票權)  □ 贊助會員 (B類業務, 沒有投票權) 

 

會費: 

 正式會員 □ 員工人數少於10人 年費 $500 

 □ 員工人數於11-20人                                年費 $800 

 □ 員工人數於20人以上                              年費$1,000 

 □ #永久會員永久                                       會費$5,000 
 * 員工人數以勞工保險上之人數為準, 年費以每年七月一日至六月三十日計 

 * 用同一商號但不同地點的分店只當一間公司計 

 

 贊助會員 □  年費$500 

本公司經已細閱並同意遵守香港寵物業商會之守則及會章 

 
申請人簽名及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及職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ng Kong Pet Trade Association Limit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香港寵物業商會有限公司 (非牟利機構) 

會員申請表格 



 

Hong Kong Pet Trade Association Limit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香港寵物業商會有限公司 (非牟利機構) 

                               支持你的行業，立即行動！ 加入香港寵物業商會!!!! 

本會之成立宗旨 

- 以教育、提供資訊及向政府表達意見來推動香港寵物業之整體健康發展 

- 代表業界並維護業界之利益 

 

寵物之定義. – 包括貓、狗、雀鳥、兔子、倉鼠、龍貓、爬蟲、两棲及觀賞魚類 

 

會員類別 

1. 正式會員 : 有投票權, 分為三類 

a. 寵物零售店 – 有店舖同時出售寵物、寵物用品或提供寵物服務之商戶 

b. 寵物用品/牲口批發商– 批發多於十間寵物零售店 

c. 其他寵物相關服務行業– 以上兩個類別以外之寵物相關業務 

2. 贊助會員 : 沒有投票權 

 

入會資格  

1. 正式會員 

1. 必須在香港從事與寵物有關之行業並擁有香港之商業登記 

2. 必須屬於以下1-3個類別之中，並只可以選擇一類 

3. 如為同一間公司的子公司(分行商業登記) ， 最多只可申請多一個會籍 

2. 贊助會員 

1. 必須屬於以下4-8的其中之一個類別 

 

會員類別 

- 1. 寵物店、寵物美容、水族店 

- 2. 寵物用品入口/批發商、寵物批發商 

- 3. 寵物繁殖者、寄養、訓練、善終、速遞、網上銷售、學校、其他與寵物有關之服務行業 

- 4. 獸醫 

- 5. 寵物用品生產商/出口商 

- 6. 寵物為主之團體或組織 

- 7. 個別之寵物興趣組織 

- 8. 其他本地或海外之註冊商會 

 1-3 為正式會員, 有投票資格 

 4-8 為贊助會員, 沒有投票權 

 

會費 填好表格後請傳真至2125 8769或電郵至 info@hkpta.org.hk  

支票請寫抬頭為"香港寵物業商會有限公司"， 並郵寄至: 

新界荃灣柴灣角街23至27號3樓 

<香港寵物業商會收> 

 

 

 

 

mailto:info@hkpta.org.hk


 

Hong Kong Pet Trade Association Limit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香港寵物業商會有限公司 (非牟利機構) 

                                支持你的行業，立即行動！ 加入香港寵物業商會!!!! 

 

會員守則  

1. 有權發表意見 

2. 有權參加本會舉辦之活動 

3. 可以用會員特價參加本會舉辦之活動 

4. 可在會員大會上投票 

5. 會員之基本資料會免費放在本會之網頁上 

6. 有機會參與任何一個籌委會成為委員 

7. 會員有義務維持本會之聲譽 

 

會務及活動包括 

1. 推廣飼養寵物之風氣 

2. 作為與政府、非政府及寵物慈善組織溝通之橋樑 

3. 監察任何對寵物行業有影響之政策及立法 

4. 以維護業界之利益為本, 去支持或反對任何對寵物行業有影響之政策及立法 

5. 收集、分析及散佈與寵物業有關的資料 

6. 提高業界在社會上的形象 

7. 教育業界對寵物之照顧、處理及責任心 

8. 教育一般飼養者之責任心及寵物知識 

9. 設計、出版及成立一套有系統的寵物照顧、處理及責任之標準, 並加強業界之參與性及認受性. 

 

* 如對入會之問題有任何查詢， 請聯絡副會長 馮建昌先生(6277 0008) 或董事 張婉華小姐(9059 6616)，

或瀏覽 http://www.hkpta.org.hk ，會址 : 新界荃灣柴灣角街23-27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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