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青年聯合會-HR09《財貨及勞務供應商資料庫供應商申請表》 

澳青聯-版本 001 

澳門青年聯合會 

財貨及勞務供應商資料庫 

供應商申請表 

 

此欄由本會秘書處人員填寫 

資料審核人員： 

資料輸入人員： 

日期： 

以下內容請以正楷填寫。□請以“X”作標示。 

第一部份：供應商資料 

□場所之商號資料（此欄資料僅作資料核對，如有變更，請修改營業稅資料） 

營業稅檔案編號：                                                          

納稅人編號：                                                              

中文商號名稱：                                                            

葡文商號名稱：                                                            

地址：                                                                    

                                                                          

電話：                                                                    

□聯絡資料（僅用於供應商資料庫事宜之聯絡）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其他聯絡方式(請註明，如微信)：                                            

網頁(如適用)：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根據第 8/2005 號法律《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 

1. 申請表內的個人資料僅用作與財貨及勞務供應相關的用途，並保密處理； 

2. 申請人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存於本資料庫的個人資料； 

3. 當供應商退出本資料庫之登錄後，所有在錄之個人資料將依法註銷，不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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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申請事項 

□ 擬加入的供應商分類（分類編號及名稱參閱附表之供應商分類清單） 

（例子：供應商分類：編號     A-01     分類名稱      文儀設備及器材      ） 

供應商分類 1：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4：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5：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6：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7：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8：編號                        分類名稱                         

（如欄目不足填寫，請以附件補充遞交） 

□ 擬註銷的供應商分類（分類編號及名稱參閱附表之供應商分類清單） 

（例子：供應商分類：編號     A-02     分類名稱       文儀設備耗材       ） 

供應商分類 1：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4：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5：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6：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7：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8：編號                        分類名稱                         

（如欄目不足填寫，請在附件補充遞交） 

□ 退出供應商資料庫 

擬退出時間（可不填）：                                                      

退出原因：                                                                 

                                                                           

公司印章及負責人簽署 

本法人代表/本人聲明，本商號具有提供上述所選新增財貨或勞務類別的能力，並符

合相關法規的准照要求，同時知悉澳門青年聯合會保留審批納入本資料庫的權利並有

權開放予使用資料庫之參與部門進行評價。 

法人代表/自然人姓名（正楷）：                   法人/或負責人簽署及印章 

 

                                       

職稱：                                 

申請日期：        /         /                                              

 



澳門青年聯合會-HR09《財貨及勞務供應商資料庫供應商申請表》 

 

※ 填妥本申請表後，以下列任一方式遞交： 

1.  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會辦事處，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218-A 號澳門日報大樓

18 樓 B；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3:00＆14:30-18:30，週六：09:30-13:00

（公眾假期除外）； 

2. 發送電郵至 info@myf.org.mo，郵件主旨請註明：「供應商申請表+公司名稱」； 

3. 郵寄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218-A 號澳門日報大樓 18 樓 B（信封面註明：澳門青年聯合

會財貨及勞務供應商資料庫供應商資料申請表）。 

如有疑問，可致電本會秘書處 2852 3618 聯絡唐小姐或周小姐。 

 

附表：財貨及勞務供應商資料庫—供應商分類編號及名稱 

 

類別 分類編號 分類名稱 

辦公室設備及用品 

A-01 文儀設備及器材 

A-02 文儀設備耗材 

A-03 影印設備 

A-04 影印設備保養 

A-05 文具 

A-06 紙箱 

A-07 其他(請註明) 

辦公室印製 

B-01 印章 

B-02 名片 

B-03 工作卡 

B-04 影印曬圖(不包括印刷) 

B-05 其他(請註明) 

紀念品及獎品 

C-01 紀念品及禮品 

C-02 獎杯/獎牌 

C-03 訂制記事本(接單) 

C-04 其他(請註明) 

電器 

D-01 
一般電器（辦公室設備除

外） 

D-02 飲用水機 

D-03 飲用水機用品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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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 電器零件 

D-05 其他(請註明) 

傢俱 

E-01 辦公室傢俱 

E-02 不銹鋼傢俱及鉄架 

E-03 其他傢俱 

E-04 傢俱訂造 

E-05 其他(請註明) 

服裝 

F-01 制服及裁縫 

F-02 運動服 

F-03 其他服裝 

F-04 鞋 

F-05 襪 

F-06 洗燙服務 

F-07 布料 

F-08 其他(請註明) 

食品 

G-01 超級市場 

G-02 食品批發 

G-03 飲品批發 

G-04 茶 

G-05 咖啡 

G-06 酒 

G-07 飲用水 

G-08 宴會或團體聚餐 

G-09 其他(請註明) 

裝飾、五金及電工材料 

H-01 燈飾及其用品 

H-02 窗簾佈藝 

H-03 地毯 

H-04 墻紙 

H-05 廚浴設備 

H-06 玻璃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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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7 五金類 

H-08 鎖類 

H-09 電工材料 

H-10 工業安全用品 

H-11 其他(請註明) 

保安 

I-01 保安服務 

I-02 保安門禁系統 

I-03 視頻/音頻監控系統 

I-04 視頻/音頻監控系統保養 

I-05 物業管理 

I-06 其他(請註明) 

清潔 

J-01 清潔、消毒服務 

J-02 清潔用品 

J-03 清潔設備 

J-04 滅蟲服務 

J-05 空氣清新設備 

J-06 其他(請註明) 

資訊科技 

K-01 資訊設備銷售 

K-02 資訊設備維修或保養 

K-03 資訊軟件銷售 

K-04 軟件、程序開發或維護 

K-05 網絡佈線工程 

K-06 資訊設備租用 

K-07 網絡/社交媒體宣傳服務 

K-08 電腦配件及相關消耗品 

K-09 網頁開發或維護 

K-10 其他(請註明) 

電訊設備及服務 

L-01 電訊服務 

L-02 通訊設備 

L-03 電話系統(PA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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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4 手提電話及附件設備 

L-05 電話及傳真機保養 

L-06 
Pocket Wi-fi 流動寬頻器

租賃服務 

L-07 電視解碼器 

L-08 其他(請註明) 

設施保養服務 

M-01 空調及通風設施保養 

M-02 消防及防火設施保養 

M-03 供排水設施維修保養 

M-04 升降機保養 

M-05 視聽器材設備保養 

M-06 天線保養 

M-07 電力設施保養 

M-08 電腦房保養 

M-09 其他(請註明) 

顧問、研究及翻譯服務 

N-01 研究或調查服務 

N-02 規劃服務 

N-03 ISO 顧問服務 

N-04 翻譯服務 

N-05 手語服務 

N-06 逐字稿服務 

N-07 招聘顧問服務 

N-08 其他(請註明) 

展覽及會議 

O-01 展位/舞臺設計 

O-02 展位/舞臺搭建 

O-03 會議/展覽場地租賃 

O-04 會議/展覽設備租賃 

O-05 會議/展覽統籌及策劃服務 

O-06 其他(請註明) 

活動策劃及公關服務 
P-01 活動策劃、統籌或協調 

P-02 嘉賓接待 



澳門青年聯合會-HR09《財貨及勞務供應商資料庫供應商申請表》 

 

P-03 禮儀服務及司儀 

P-04 文藝演出統籌 

P-05 提供 KOL 及藝人推廣方案 

P-06 媒體宣傳服務 

P-07 其他(請註明) 

廣告設計、製作及印刷 

Q-01 多媒體設計及製作 

Q-02 
平面設計及製作(不包括印

刷） 

Q-03 橫幅製作 

Q-04 廣告牌製作 

Q-05 燈柱旗製作 

Q-06 背景板製作及裝卸 

Q-07 宣傳品/刊物印刷 

Q-08 刊物出版 

Q-09 分色及製作 

Q-10 其他(請註明) 

拍攝、製作及電子化 

R-01 相片攝影/沖曬 

R-02 錄影/影片製作 

R-03 
宣傳品/文件電子數碼化服

務 

R-04 其他(請註明) 

影音器材及服務 

S-01 視聽影音設備 

S-02 攝影器材 

S-03 影音及燈光控制服務 

S-04 鐳射系統 

S-05 其他(請註明) 

旅行社服務 

T-01 票務(交通客運) 

T-02 導遊/交通接載服務 

T-03 代辦簽證 

T-04 租車服務(不包司機) 

T-05 酒店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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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6 其他(請註明) 

書報訂購 

U-01 報章/雜誌(出版社) 

U-02 書籍 

U-03 雜誌 

U-04 其他(請註明) 

物流貨運 

V-01 本地貨運(陸路) 

V-02 跨域貨運(海，陸，空) 

V-03 速遞服務 

V-04 搬運服務(陸路) 

V-05 其他(請註明) 

保險 

W-01 人身意外保險 

W-02 第三者責任保險 

W-03 物品保險 

W-04 財產綜合保險 

W-05 旅遊保險 

W-06 其他(請註明) 

綠化 

X-01 園藝設計服務 

X-02 植物花卉零售 

X-03 其他(請註明) 

環保節能 

Y-01 節能照明用品 

Y-02 環保電池 

Y-03 辦公室節能用品 

Y-04 節水用品 

Y-05 物料回收 

Y-06 其他(請註明) 

課程培訓 

Z-01 短期活動/培訓課程 

Z-02 長期培訓課程 

Z-03 導師推薦 

Z-04 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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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部份：申請事項補充頁 

□ 擬加入的供應商分類（分類編號及名稱參閱附表之供應商分類清單） 

（例子：供應商分類：編號     A-01     分類名稱      文儀設備及器材      ） 

供應商分類 09：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0：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1：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2：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3：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4：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5：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6：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7：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8：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9：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0：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1：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2：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3：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4：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5：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6：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7：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8：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9：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0：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1：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2：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3：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4：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5：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6：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7：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8：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9：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40：編號                        分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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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部份：申請事項補充頁 

□ 擬註銷的供應商分類（分類編號及名稱參閱附表之供應商分類清單） 

（例子：供應商分類：編號     A-02     分類名稱      文儀設備及器材      ） 

供應商分類 09：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0：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1：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2：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3：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4：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5：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6：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7：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8：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19：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0：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1：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2：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3：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4：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5：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6：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7：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8：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29：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0：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1：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2：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3：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4：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5：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6：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7：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8：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39：編號                        分類名稱                         

供應商分類 40：編號                        分類名稱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