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教育中心「毅進文憑(兼讀制)課程」報名表
DYJPT/AP01/20180510

註：選擇科目／地點若收生人數不足，該科目不會開辦。學員可選擇另一科目／上課地點。
甲：申請課程 (報名費及學費必須一併繳付)
上課
開課日期
學費及
上/下午/
班別編號
科目名稱
晚上/全日 報名費($)
地點
(星期)

總額
乙：個人資料 (如新入學的學員未滿 21 歲，須提交中六或以上或同等學歷證明文件正副本)
 新生  舊生 (首次入學年份) ____________ 期望報讀的(選修科)群組：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 ( ___ ) 出生日期：______ 年______ 月_____ 日 性別：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 ____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_ 電郵：(必須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時工作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學歷程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參與的公開考試：年份_________  中學文憑試  中學會考 中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學文憑試 / 中學會考合格科目數目：_______________
最高成績 6 科積點：__________________
中學文憑試成績：1 級至 5**級分別等於 1 分至 7 分
中學會考成績：E 至 A 級分別等於 1 分至 5 分
從何處得知本校課程： 網上  報章  朋友推介  宣傳單張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會在入學後 1 個月內提供證明文件，希望學校能提供學習支援服務。
 本人參與推薦新生獎勵計劃： 推薦人學生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每名新生只可受推薦 1 次)。
丙: 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在報名時已符合「中六離校生」或「年滿 21 歲」的入學要求，並已提交證明文件副本。
2. 本人謹此聲明在此申請表及附件提供的資料均屬正確及完備，並明白若填報資料失實或有欠缺，本
人之入讀申請及修業資格將被取消，並會影響學術成績發放。
3. 本人同意個人資料將用作入學申請、登記、學術、行政、統計、市場及其他與課程相關事宜，並明
白有關資料可能會提供予相關監管機構或合作伙伴之用。
4. 本人明白報讀選修科目時，必須報讀同一機構內同一群組的三個選修科目。
5. 本人同意遵守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訂定的規則及學生手冊的內容。
6. 本人明白除非所報課程取消或額滿外，不論課程已開課與否，學費概不退還，學額亦不可轉讓他人。
如有特殊情況，將作個別考慮，校方有最終決定權。(以信用卡付款者，須得發卡銀行批核為准，如
獲安排退款，將經信用卡戶口退還，學員若要求以其他方式退費，必須繳付有關手續費用。
以現金或其他方式繳交學費則以銀行自動轉帳方式退費，學員若要求以其他方式退費，必須繳付有
關手續費用，請務必確認填寫的銀行戶口號碼正確無誤，如因資料有誤導致損失或延誤，本校概不
負責，敬希見諒。)
請將本人的退款存入以下戶口：
銀行戶口持有人姓名（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戶口號碼: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專用》--------------------------------------------------------繳費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費總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費方式： EPS／ 信用卡／ 支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學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未交任何費用。接待處收表人：________

報名地點：佐敦

日期：_____________

 已核對學生的報名資料(包括課程、入讀資格、文件副本)。毅進組同事：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已跟進貸款文件及核實留位安排。毅進組同事：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已核實資助申請及開個人檔案。毅進組同事：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成人教育中心「毅進文憑(兼讀制)課程」郵寄報名表
DYJPT/AP02/20180510 (MailOrder)

註：選擇科目／地點若收生人數不足，該科目不會開辦。學員可選擇另一科目／上課地點。
甲：申請課程 (報名費及學費必須一併繳付)
上課
開課日期
學費及
上/下午/
班別編號
科目名稱
晚上/全日
地點
(星期)
報名費($)

總額
乙：個人資料 (如新入學學員未滿 21 歲，須提交中六或以上或同等學歷證明文件正副本)
 新生  舊生 (首次入學年份) ____________ 期望報讀的(選修科)群組：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 ( ___ ) 出生日期：______ 年______ 月_____ 日 性別：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 ____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_ 電郵：(必須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時工作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學歷程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參與的公開考試：年份________  中學文憑試  中學會考 中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學文憑試 / 中學會考合格科目數目：_______________
最高成績 6 科積點：__________________
中學文憑試成績：1 級至 5**級分別等於 1 分至 7 分
中學會考成績：E 至 A 級分別等於 1 分至 5 分
從何處得知本校課程： 網上  報章  朋友推介  宣傳單張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會在入學後 1 個月內提供證明文件，希望學校能提供學習支援服務。
 本人參與推薦新生獎勵計劃： 推薦人學生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每名新生只可受推薦 1 次)。

1. 繳付學費方式
 請從本人的 VISA/ MASTER 信用卡賬號，扣除港幣：___________ 元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號碼：  -  -  - 
有效日期至：__________________
註：

a) 有關上述之信用卡付款，須得發卡銀行批核為準；
b) 以信用卡付款者，如有退款，將經信用卡户口退回，學員若要求以其他方式退款，必須繳付手續費。
c) 如學額已滿，本校會於收到郵件後三個工作天內通知。
d) 本人閱後並同意上述之規定及安排，並願意承擔一切郵寄之風險。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用信用卡之簽名式樣)
 支票 金額：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2. 郵寄報名表時，請附寄下列資料：(註明:毅進文憑兼讀制郵寄申請表)
a) 已填妥之報名表及支票(如適用)，請寄到往以下地址：
九龍彌敦道 345 號永安九龍中心 11 樓 1101-05 室 佐敦培訓中心
b) 身份證明及信用卡副本，如未滿 21 歲者，另需提交中六或以上、或同等學歷證明文件副本
c) 1 個附有足夠郵費並已填寫回郵地址的信封


請填寫回郵地址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續下頁

丙: 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在報名時已符合「中六離校生」或「年滿 21 歲」的入學要求，並已提交證明文件副本。
2. 本人謹此聲明在此申請表及附件提供的資料均屬正確及完備，並明白若填報資料失實或有欠缺，本
人之入讀申請及修業資格將被取消，並會影響學術成績發放。
3. 本人同意個人資料將用作入學申請、登記、學術、行政、統計、市場及其他與課程相關事宜，並明
白有關資料可能會提供予相關監管機構或合作伙伴之用。
4. 本人明白報讀選修科目時，必須報讀同一機構內同一群組的三個選修科目。
5. 本人同意遵守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訂定的規則及學生手冊的內容。
6. 本人明白除非所報課程取消或額滿外，不論課程已開課與否，學費概不退還，學額亦不可轉讓他人。
如有特殊情況，將作個別考慮，校方有最終決定權。(以信用卡付款者，須得發卡銀行批核為准，如
獲安排退款，將經信用卡戶口退還，學員若要求以其他方式退費，必須繳付有關手續費用。
以現金或其他方式繳交學費則以銀行自動轉帳方式退費，學員若要求以其他方式退費，必須繳付有
關手續費用，請務必確認填寫的銀行戶口號碼正確無誤，如因資料有誤導致損失或延誤，本校概不
負責，敬希見諒。)
請將本人的退款存入以下戶口：
銀行戶口持有人姓名（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戶口號碼: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專用》--------------------------------------------------------繳費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費總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費方式： EPS／ 信用卡／ 支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地點：佐敦

 同學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未交任何費用。接待處收表人：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已核對學生的報名資料(包括課程、入讀資格、文件副本)。毅進組同事：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已跟進貸款文件及核實留位安排。毅進組同事：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已核實資助申請及開個人檔案。毅進組同事：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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