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 info@hkslc.com.hk 
Fax: 3020 9497 

WhatsApp: 6414 0307 
Web: www.hkslc.com.hk 

 

課 程 報 名 表 格 （個人 / 2 人小組教授） 

Course Enrollment Form (Private Coaching) 

請以正楷填寫及留意另頁「注意事項」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and study Important Notes on next page 
 

甲部 Part A：課程資料 Course applied for  

 個人 1-Person  2 人小組 2-Person 

預計開課日期及時間 Preferable commencement date & time：       

建議上課地點 Preferable Venue：  手專 HKSLC    上門 On-site:       
 

乙部 Part B：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must be aged 18 or above)  

(1)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男 M / 女 F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      /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香港身份證號碼 HKID card number：       

  地址(中) Correspondence address (C):       

  地址(英) Correspondence address (E):        

  電郵 Email address：       傳真 Fax：       

  手機Mobile phone：       (請填寫可接收短訊的號碼 Please give a number that can receive SMS messages) 

(2)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男 M / 女 F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      /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香港身份證號碼 HKID card number：       

  地址(中) Correspondence address (C):       

  地址(英) Correspondence address (E):        

  電郵 Email address：       傳真 Fax：       

  手機Mobile phone：       (請填寫可接收短訊的號碼 Please give a number that can receive SMS messages) 

 

拒收資料 Opt-out  

 本人/我們不欲接收香港手語專業培訓中心發出的相關資訊。I/We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relational information from HKSLC.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我們聲明，上述所填資料皆正確無誤。如有任何失實之處，貴中心有權取消本人/我們的申請資格。 

I/We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form is true and correct. The Center has the right to disqualify 
me/us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with the statements that I/we have made. 

(1)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2)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內部專用 For Offical Use Only 

 
收費：  收據：  日期：  

現金 / 入數 / 支票：  銀行：  參考編號： (1)         (2) 

確認上課日期 / 時間 / 地點：  



 
 

注 意 事 項 

收費詳情 

上課地點 個人（每小時） 2 人小組（每小時） 

線上教授 $250 $400 

手專中心 $350 $600 

上門教授 $600 $900 

 

報名須知 

1) 以郵寄/傳真/電郵繳交表格時，毋須繳付費用，手專會在確認報名後通知繳費安排 

2) 費用一經繳付，概不退還 

3) 學費及學籍不得轉讓他人 

 

上課安排 

1) 導師與學員雙方可自行議定上課日期、時間及地點 

2) 導師有權在授課期間拍攝/錄影學員學習情況，並可予手專用作宣傳/教材而不另通知 

3) 在雙方同意下，手專可臨時安排代課導師 

 

付款方式 

1) 支票（抬頭書「香港手語專業培訓中心」或「Professional Sign Language Training Centre」）：請連同

報名表一併寄回新界葵芳大連排道 182-190 號金龍工業中心第四座 2 樓 G1 室； 

2) 銀行入數（匯豐銀行帳戶： 582-336954-838）：將入數紙副本 Whatsapp 64140307 或電郵 

info@hkslc.com.hk； 

3) 現金 / PayMe：於中心上課時繳付 

 

證書頒發 

個人及小組教授將不提供證書，學員如有需要，可自費參與手語評估以考取手語評估級別證明書 

 

惡劣天氣安排 

由導師與學員雙方於授課前三小時視乎天氣情況自行協商 

 

個人資料收集說明 

1) 報名表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將作以下用途： 

a) 處理報讀課程的申請及登記事宜 

b) 儲存學員的資料於手專資料庫 

c) 處理考試事宜 

d) 發放成績、頒發證書 

e) 進行研究或統計 

f) 其他相關用途 

2) 申請人須提供足夠資料，否則手專有權拒絕處理申請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可： 

a) 查閱手專是否持有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b) 要求獲得申請人個人資料的複本；及 

c) 要求手專改正有關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4) 申請人必須以書面向手專提出查閱個人資料的要求。 

* 手專保留修訂和解釋課程細則的權利，如有需要，請瀏覽手專網頁或以電郵/傳真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