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編號 

Membership Card No. 

(非會員無需填寫) 

(Members only) 姓名 

Name 

 住宅電話 

Residential Phone No. 

 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No. 

 性別：男 / 女 

Gender : Male/Female 

15 歲以下參加者請填寫本欄 Participants under 15 must fill in this column 家長姓名 Parent’s Name 

 必須清楚填寫以下資料必須清楚填寫以下資料必須清楚填寫以下資料必須清楚填寫以下資料 Please fill in details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Name of the course 

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 

Start Date 

   

   

   

   

   繳款方法 payment: ○ 現金   Cash  ○ 易辦事 EPS ○ 信用卡 Visa   ○ 支票 Cheque 由中心職員填寫 official use only 費用總額 : Total Amount 

 本人聲明本人聲明本人聲明本人聲明 Declarations：：：： 

1. 本人聲名本申請的資料內容均屬正確。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accurate.  

2. 本人已細閱明白及同意「報名須知」的內容 

I have noted,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e content of the 

 “Application Guidelines”. 

 申請人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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