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專業考試備試課程

ENROLMENT FORM

ACCA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Preparatory Programme
Course applied for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擬報讀課程（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剔號）

Application Code: _ _ _ _ - _ _ _ _ N W ACCA Registration No.: _ _ _ _ _ _ _

Course Title

Course Code

Course Fee #

Financial Reporting (FR)

ACCT9041

HKD 3,000

Audit and Assurance (AA)

ACCT9042

HKD 3,000

Financial Management (FM)

FINA9005

HKD 3,000

Strategic Business Leader (SBL)

ADMG9002

HKD 4,950

Strategic Business Reporting (SBR)

ACCT9046

HKD 3,600

Please complete one enrollment form for each programme and use a separate cheque for each course.

# Course fe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Name in Chinese

Title 稱謂*
Mr 先生 /
Ms 女士

中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英文姓名

H.K.I.D./Passport No.

Date of Birth

香港身分證/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Permanent HK Resident

Yes 是

永久香港居民

No 否

dd

mm

YYYY

(Please see Notes to Non-local Applicants 請細閱非本地申請人注意事項)

Correspondence Address
聯絡地址

Home Tel. No.
住宅電話

Office Tel. No.

Mobile No.

公司電話

手提電話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We will notify you via EMAIL if there is any urgent class
cancellation)

Type of Business

Job Title

行業類別(例如:政府,出入口,電子,等)

職位

Education (please tick

)

教育程度(請在適當方格加

號)

Secondary 中學

Post-Secondary 大專或理工

Postgraduate 研究院

Matriculation 大學入學試

University 大學畢業

Others 其它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專業資歷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Emergency Phone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Delete as appropriate 請劃去不適用者

For applicants not holding a Lifelong Learner Card

Please complete this part 請填妥本欄

適用於未有終身學員証之申請人
Please affix a recent colour
photo (in plain background) of
the applicant for producing the
Lifelong Learner Card.

Name : 姓名
Address: 地址

請貼上申請人之彩色近照一張
(照片背景必須無任何裝飾)
以作印製終身學員証用途

45mm x 55mm
Please turn overleaf 請翻去下頁

其他相關資料 (新生或需更新其他相關資料之舊生適用)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校友
本學院的註冊學生將自動獲發終身學員證為學生證。持證人可成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校友。
如

閣下不想成為校友，請在方格內填上剔號。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平等學習機會
學院的方針就是為所有人士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為了配合學生的需要，請在此報名表上說明你是否需要特殊的幫助。
如有需要，學院將聯絡
是

否

閣下，以獲取更多相關資料及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如選擇需要，閣下

同意提供進一步詳情及同意學院處理相關資料）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申請人必須提供其個人資料及課程申請所需資料，否則本學院將不能有效處理其申請。
2. 在法律許可情況下，個人資料將會作入學申請、註冊、有關學術及行政通訊、校友事務及聯絡、研究、統計、市場分析及推廣（包括直接銷售）等用途。
只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職員才能處理有關資料，但亦可能會轉移到為學院提供有關服務的委託人處理。
3. 完成報名程序及課程註冊後，申請人如不獲取錄，其個人資料將會被銷毀（如申請人於以下第 6 項表明願意接收學院的推廣訊息，申請人的聯絡資料及同
意接收學院推廣訊息的記錄將保留作此等用途），獲取錄者的個人資料將會被留作學生記錄，只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職員或為學院提供有關服務的委
託人才能處理有關檔案，而 閣下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將絕對保密。報名付款時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則循法例規定留作相關用途，以及退款處理之用（如
需要）。
4. 如獲取錄，申請人需呈交彩色近照一張以作學生證明之用。
5. 在緊急情況下，學院將向學生發放電話短訊，或在有需要時附以其他方式，如電子郵件，以作通知。請準確填寫有關資料以便聯絡。如有任何更改，請儘
快向學院提出更新。如 閣下對接收電話短訊通知遇有困難，請聯絡課程組，以便作適當安排。

個人資料用作直接銷售
6. 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方法及其他資料如曾報讀的課程、畢業年份等）將用作與學院溝通渠道，學院將透過信件、電子郵件、流動電話和
其他社交媒體等為申請人、學員和校友送上學院的最新課程資料及推廣訊息，這些資訊亦將包括學院講座及活動、折扣優惠、診所服務、校友會活動、校
友會會員尊享優惠、校友聯誼及籌款活動等，當中亦可能包括香港大學或其附屬機構的不定期資訊。 閣下可隨時以書面或電郵方式向學院 申明是否願意
繼續接收有關資訊。
如不欲收到任何透過上述渠道發出的資訊，包括折扣優惠，請在方格內填上剔號。
7.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知悉學院有否保留其個人資料，同時亦可查閱、索取及更改其個人資料。申請人如欲查閱其個人資料，請填妥指
定表格並交回本學院個人資料私隱主任。本學院將會酌情收取行政費用。如欲更改一般個人資料，請填妥「申請更改個人資料表格」並交回本學院。
8. 如欲了解本學院私隱政策的詳情，請參閱本學院的課程手冊或網頁(http://hkuspace.hku.hk/cht/policy-statement/privacy-policy)。
9. 本學院作為香港大學的一部分，大學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亦適用於本學院，詳情請參閱 http://www.aal.hku.hk/admissions/documents/pics.pdf（只提供英文版
本）。學院亦與海外院校合作，在可行範圍內當遵從當地法律及條例處理相關個人資料，但學院仍需依循本院收集個人資料目的，保留某些項目作為永久
學生記錄。

非本地申請人注意事項 Notes to Non-local Applicants
非本地申請人必須持有由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所簽發的學生簽證方可入讀本學院，申請人入學前須辦妥有關手續。惟以受養人士身分獲批來港者，毋須
經事先批准，可修讀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而獲發有效工作簽證之非本地申請人毋須事前批准，亦可修讀兼讀制課程。獲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課程取錄
並不代表能成功獲發有關學生簽證。除自資並經本地評審，而有關學銜按香港大學體制，經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發的兼讀制深造修讀課程外，兼讀制
課程一般而言，暫不在入境處考慮批發簽證之列。(Please refer to https://hkuspace.hku.hk/study/admission/how-to-apply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

聲明
1. 本人聲明本申請表及隨附文件所載一切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正確，並無遺漏。
2. 本人授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向相關機構查閱有關本人申請課程所列出的學歷及專業資格。
3. 本人同意如本人註冊入學，當遵守大學及學院的規例。
4.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以上注意事項、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有關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在處理個人資料（私隱）的守則。
5. 本人同意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發放本人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就讀之相關課程的考試成績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作為統計及評核用途。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乃非牟利擔保有限公司

Before signing this Enrolment Form, students are reminded to ensure that you have clearly understood all the terms of your enrolment with HKU SPACE, in particular
clauses concerning refunds, deferments, waivers, course transfers and visa applications (when applicable).

Please complete (For the production of LL Card)

1.報讀課程，請親往學院各報名中心，呈交填妥的報名表格、學費和所需的證明文件，或以郵遞
方式，寄「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徐展堂樓 3 樓 304 室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並註明「報讀
課程」。

請填寫以下資料 (以作印製終身學員証用途)

2.如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付款，抬頭請書名「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如報讀短期課程開課在即，學院可要求申請者以現金、「易辦事」或信用卡（Visa或萬事達卡）
繳付學費。

Name 姓名：

4.以「先到先得」方式獲取錄的學生，可自行依照課程手冊或學院網頁所列的時間到有關地點上
課。除特殊情況外，學院將不作另行通告。
5.如須甄選入學，則正式收據並不可作為 閣下已獲取錄的證明。學院將在截止報名日期後儘快通
知申請者是否獲得取錄。落選的申請人將獲退還已繳交的學費。

Course No. 課程編號：

6.如打算／已經在學院報讀多於一個課程或以上，請細閱各個課程的上課時間地點，以免上課時
間重疊。

Contact No. 聯絡電話：

7.如在開課前三天仍未知悉上課地點，請與課程組聯絡。
9.有關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入學程序及詳情，請參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課程手冊及官
方網頁。

20201008

8.除特殊情況（例如課程因報名人數不足而被取消）及法例規定外，一切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