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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是一個自願性的機制，目的是讓不同背景的從業員所具備的知識、技能和經驗，在資

歷架構下獲得正式確認，從而鼓勵從業員持續進修及終身學習。有志進修的從業員可按本身取得的資歷

級別，制訂進修和晉階的起點，以減少在某些技能方面重複受訓 。 

2. 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2.1 為現職或曾任職物流業的從業員； 

2.2 屬香港居民並擁有香港居留權、或香港入境權、或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何逗留條件限制，即

在香港身份證出生日期下有“A”（香港居留權）、“R”（香港入境權）或“U”（有權在香港逗

留而不受任何逗留條件限制）。有關香港身份證上的符號釋義，請瀏覽入境事務處網頁

http://www.immd.gov.hk。持單程證從中國大陸來港定居的人士亦可申請（如未能親身遞交申請表及

出示單程證和香港身份證以供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辦事處［以下簡稱“評估辦事處”］核對資格時，

郵寄申請表時，請夾附單程證副本及香港身份證副本；及 

2.3 符合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就物流業所指定的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的最低要求。 

3. 申請手續 

3.1 申請人可以親身、委托他人或以郵寄方式遞交申請表。 

3.2 填妥的(i)申請表必須連同(ii)評估費用（申請只收劃線支票，並註明收款人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或「HKU SPACE」），(iii)僱主/諮詢人評估表格(iv)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的副本（切

勿郵寄正本文件，如親身或委託他人遞交申請，則請帶同正本文件以供核實）一併遞交。 

3.3 僱主/諮詢人評估表格，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的證明文件必須由僱主或其委託人或諮詢人簽發，以

確認申請人過去從事的職能範疇與所申請認可的能力單元組合相符。 

3.4 申請人亦可以遞交其他輔助證明（例如由註冊商會或工會簽發的工作證明書、稅單、糧單，或自

僱人士的商業登記證明等）予評估辦事處參考。 

3.5 職員收到申請表後會初步核對申請人是否符合基本資格。若初部符合，職員會為每位申請人建立

個人資料檔案。評估辦事處會以書面確認收到申請表，提供申請編號並通知申請人提交有關補充

文件或資料（如有需要）。 

3.6 申請人必須於「確認通知書」指定限期內，攜同正本文件(或核證副本)及香港身份證前往評估辦事

處，以供核實（透過公司辦理之申請除外）。否則其申請將被視作「不成功」個案處理，申請人將

不會獲發還任何已繳費用。 

3.7 選擇以筆試方式確認過往資歷第一，二及三級之申請人及確認過往資歷第四級之申請人，評估辦

事處將預約評核員，及以電郵方式通知申請人有關時間及地點。所有評估將於三個月內完成。 

3.8 若申請人需要特別安排及協助，請於申請表內註明，評估辦事處務必盡量提供協助及安排。 

3.9 填妥的申請表可親身到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指定三分校遞交：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登記中心： 

1. 金鐘教學中心 



香港金鐘夏愨道 18 號海富中心 3 樓 

(金鐘港鐵站 A 出口，經海富中心商場行人電梯上) 

 周一至五：上午 8:30 － 下午 7:30  

 周六：    上午 8:30 － 下午 5:30  

 

2. 北角城教學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 樓 108 室 

 (炮台山港鐵站 B 出口) 

 周一至五：上午 8:30 － 下午 7:30  

 周六：    休息 

 

3. 九龍東分校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 28 號(九龍灣港鐵站 B 出口) 

 周一至五：上午 8:30 － 下午 7:30  

 周六：    上午 8:30 － 下午 5:30  

 

4. 評估收費結構： 
 

評估收費請參閱下表。如申請人同時評核多於一種能力單元，折扣如下： 

資歷級別 評估 1 個單元 2 個單元 3 個單元 4 個或以上單元 

第 1-3 級 筆試 $550 
#
$900 

#
$1,300 

#
$1,700 

第 4 級 面試 $890 $890 x 2 $890 x 3  $890 x (4 或以上) 

第 4 級 面試及筆試 $1,200 $1,200 x 2 $1,200 x 3  $1,200 x (4 或以上) 

#申請人必須同時申請評估超過一個能力單元組合，才可獲得以上費用折扣優惠。 

 

5. 評估結果通知書及證書頒發： 
 

5.1 通過評估的申請人會獲《評估結果通知書》及頒發《資歷證明書》（而《成績單》只發給參加筆

試或面試及格的申請者）。申請人可選擇親身或授權他人（須帶備授權信及申請人身份證副本）

到評估辦事處領取證明書。 

5.2 如申請人以面試或筆試評估方式確認過往資歷，整個過程會於《確認通知書》發出日計起三個月

內完成。 

 

6. 處理個人資料聲明： 

申請人提交的所有文件只用於處理過往資歷認可的申請。有關資料及評估報告會儲存於評估辦事處，

並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一切資料將絕對保密。 

 



7. 查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過往資歷認可(物流業)評估辦事處 

香港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1 樓 1107 室 

(炮台山港鐵站 B 出口) 

電話：2975 5686 

電郵：rpl.log@hkuspace.hku.hk 

網址：http://hkuspace.hku.hk/rpl-logistics 

辦工時間：周一至五 – 9:00am -1:00pm 及 2:00-5:30pm 

 

mailto:rpl.log@hkuspace.hku.hk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及編號
資歷
級別

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 評估方法
評估
費用

 營運管理（行政）
(LOZZA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行政管理工作 筆試 $550

營運管理（人力資源）
(LOZZA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人力資源管理工作
面見

$890

營運管理（承辦合約）
(LOZZAC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承辦合約管理工作 面見 $890

營運管理（設施）
(LOZZAD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設施管理工作 筆試 $550

營運管理（紀錄）
(LOZZAE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紀錄管理工作 筆試 $550

客戶服務
(LOZZBB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客戶服務工作 筆試 $550

客戶管理
(LOZZB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客戶管理工作 面見 $890

品質管理
(LOZZC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品質管理工作（須包括執
行品質管理培訓項目之工作）

筆試 $550

品質管理
(LOZZC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品質管理工作 （須包括
執行品質管理審核及編寫品質保證程序）

面見 $890

品質管理（應用）
(LOZZCB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品質管理工作 筆試 $550

品質管理（制定）
(LOZZCC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品質管理工作 面見 $890

環境保護
(LOZZDB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環境管理工作 筆試 $550

環境管理
(LOZZD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環境管理工作 面見 $890

市場營銷
(LOZZE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市場營銷工作 面見 $890

文件處理
(LOZZF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文件處理工作 筆試 $550

海關申報
(LOZZG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海關申報工作 筆試 $550

清關處理
(LOZZGB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清關處理工作 筆試 $550

貨物操作
(LOZZI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處理貨物工作 筆試 $550

安全操作
(LOZZJ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貨物安全處理工作 筆試 $550

人力資源培訓
(LOZZK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人力資源培訓工作 面見 $890

電子物流（應用）
(LOZZL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電子物流工作 筆試 $550

電子物流（設計）
(LOZZL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電子物流工作 面見 $890

基本法例及原則（規管）
(LOZZM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應用物流業相關的基本法
例及原則的工作

面見 $890

空運營運管理（操作）
(LOAFA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空運／快遞操作管理工作 面見 $890

空運客戶服務
(LOAFB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空運／快遞客戶服務工作 筆試 $550

空運客戶服務
(LOAFB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空運／快遞客戶服務工作 筆試 $550

通用 (物流業)

空運及快遞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及編號
資歷
級別

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 評估方法
評估
費用

空運銷售推廣
(LOAFC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空運銷售推廣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銷售推廣（快遞）
(LOAFCB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快遞銷售推廣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銷售推廣
(LOAFC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空運／快遞銷售推廣工作 面見 $890

空運運輸
(LOAFDA1S)

1 一年空運／快遞運輸工作經驗 筆試 $550

空運貨物處理（貨站）
(LOAFE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空運貨站貨物處理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運輸（貨物）
(LOAFDB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空運／快遞貨物運輸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運輸（貨物管理）
(LOAFDC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空運／快遞運輸貨物管理
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運輸（集運統籌）
(LOAFDD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空運／快遞集運統籌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運輸（特別貨物）
(LOAFDE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空運／快遞運輸特別貨物
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運輸（規劃）
(LOAFDF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空運／快遞運輸規劃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空運進出口文件處理
(LOAFF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空運／快遞進出口文件處
理工作

筆試 $550

空運文件處理
(LOAFG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空運／快遞文件處理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電子文件處理
(LOAFI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空運電子文件處理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電子文件處理（快遞）
(LOAFIB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快遞電子文件處理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電子物流
(LOAFH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空運／快遞電子物流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電子物流
(LOAFH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空運／快遞電子物流工作 筆試 $550

空運電子物流
(LOAFH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空運／快遞電子物流工作 面見 $890

空運職安管理
(LOAFJ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空運／快遞職安管理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空運危險品／有害物品處理
(LOAFK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危險品／有害物品處理工
作

筆試 $550

空運危險品／有害物品管理
(LOAFK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物流安全管理工作 面見 $890

海運營運管理（操作）
(LOSGA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海運操作管理工作 面見 $890

海運營運管理（船舶）
(LOSGA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船舶管理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海運營運管理（海運商務分析）
(LOSGAC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海運商務分析工作 面見 $890

海運營運管理（船舶租賃）
(LOSGAF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船舶租賃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海運客戶服務
(LOSGB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海運客戶服務工作 筆試 $550

海運客戶服務
(LOSGB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海運客戶服務工作 筆試 $550

海運銷售推廣
(LOSGC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海運銷售推廣工作 筆試 $550

 海運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及編號
資歷
級別

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 評估方法
評估
費用

海運銷售推廣
(LOSGC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海運銷售推廣工作 面見 $890

海運運輸（理貨）
(LOSGDA1S)

1 一年海運運輸工作經驗 筆試 $550

海運運輸（貨櫃）
(LOSGDB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海運貨櫃運輸工作 筆試 $550

海運運輸（貨物）
(LOSGDC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海運貨物運輸工作 筆試 $550

海運運輸（統籌
(LOSGDD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海運運輸統籌工作 筆試 $550

海運運輸（規劃）
(LOSGDE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海運運輸規劃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海運裝卸（碼頭區）
(LOSGE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於碼頭區的海運裝卸工作 筆試 $550

海運裝卸（船舶）
(LOSGEB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於船舶上的海運裝卸工作 筆試 $550

海運進出口文件處理
(LOSGF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海運進出口文件處理工作 筆試 $550

船務文件處理
(LOSGG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船務文件處理工作 筆試 $550

船務文件管理
(LOSGGB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船務文件管理工作 筆試 $550

海運電子物流
(LOSGH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海運電子物流工作 筆試 $550

海運電子物流
(LOSGH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海運電子物流工作 筆試 $550

海運電子物流
(LOSGH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海運電子物流工作 面見 $890

海運電子文件處理
(LOSGI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海運電子文件處理工作 筆試 $550

海運職安管理（碼頭區 ）
(LOSGJA4S )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碼頭區的職安管理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海運職安管理（船舶 ）
(LOSGJ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於船舶上的職安管理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海運危險品／有害物品處理
(LOSGK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危險品／有害物品處理工
作

筆試 $550

海運危險品／有害物品管理
(LOSGK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物流安全管理工作 面見 $890

一般技能（陸路運輸及分發）
(LOLTAA1S)*

1 一年陸路運輸及分發經驗 筆試 $550

職安健（陸路運輸及分發）
(LOLTB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職安健程序執行工作 筆試 $550

危險品／有害物品處理 （陸路運輸及分
發）(LOLTC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危險品／有害物品處理工
作

筆試 $550

危險品／有害物品管理 （陸路運輸及分
發）(LOLTC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物流安全管理工作 面見 $890

貨物操作（陸路運輸及分發）
(LOLTD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貨物操作工作 筆試 $550

運輸操作（陸路運輸及分發）
(LOLTE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陸路運輸工作 筆試 $550

運輸管理（陸路運輸及分發）
(LOLTEB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陸路運輸管理工作 筆試 $550

電子物流（陸路運輸及分發）
(LOLTF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陸路運輸電子物流工作 筆試 $550

 陸路運輸及分發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及編號
資歷
級別

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 評估方法
評估
費用

一般技能（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AA1S)*

1 一年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經驗 筆試 $550

運輸操作（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B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運輸工作

筆試 $550

職安健（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C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職安健程序執行工作 筆試 $550

危險品／有害物品處理 （貨運站、倉庫及
物流中心）(LOTWD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危險品／有害物品處理工
作

筆試 $550

危險品／有害物品管理 （貨運站、倉庫及
物流中心） (LOTWD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物流安全管理工作 面見 $890

倉庫操作（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E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倉庫工作 筆試 $550

倉庫管理（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E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倉庫管理工作 面見 $890

溫度控制倉庫管理 （貨運站、倉庫及物流
中心） (LOTWEC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溫度控制倉庫設施管理工
作

面見 $890

貨物操作（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F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貨物操作工作  （須具備
鏟車牌及二年鏟車工作經驗）

筆試 $550

貨物裝併（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FB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貨物裝併工作 筆試 $550

貨物處理（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FC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貨物處理工作 筆試 $550

貨物收發（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FD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貨物收發工作 筆試 $550

電子物流（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LOTWG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電子物流工作

筆試 $550

一般技能（支援及輔助服務）
(LOSAAA1S)*

1 一年支援及輔助物流業服務經驗 筆試 $550

供應鏈管理（支援及輔助服務）
(LOSAB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供應鏈管理工作 面見 $890

運輸文件處理（支援及輔助服務）
(LOSAC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運輸文件處理工作 筆試 $550

貿易及進出口文件處理 （支援及輔助服
務）(LOSADA2S)*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一年貿易及進出口文件處理工
作

筆試 $550

職安健程序（支援及輔助服務）
(LOSAE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職安健程序執行工作 面見 $890

電子物流（支援及輔助服務）
(LOSAG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支援及輔助物流業服務電
子物流工作

筆試 $550

空運營運管理（貨運安全）
(LOAFAB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空運／快遞貨運安全管理
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空運營運管理（風險管理）
(LOAFAC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空運／快遞風險管理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空運營運管理（保險索償）
(LOAFAD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空運／快遞保險索償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營運管理（支援及輔助服務）
(LOSAF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支援及輔助物流業服務營
運管理工作

面見 $890

海運營運管理（風險管理）
(LOSGAD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海運風險管理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海運營運管理（保險索償）
(LOSGAE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海運保險索償工作 面見及筆試 $1,200

公證服務：

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支援及輔助服務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及編號
資歷
級別

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 評估方法
評估
費用

物流保安
(LOZZHA3S)*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二年物流保安工作 筆試 $550

保險及索償
(LOZZNA4S)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中包括三年保險及索償處理工作 面見 $890



 
 

MIS Code: 884 

 過往資歷認可 

評估辦事處 
 

評估申請表  （物流業）  

 

 
  

 

 

 

在填寫表格前請先參閱「申請指引」。請以正楷及用黑色或藍色原

子筆正楷填寫。 

 
 

此欄由評估辦事處人員填寫   

申請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費用  :   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 

 

 

１．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必須與申請人香港身份證資料相同） 
 

中文姓名：  住宅電話：   

英文姓名：  手提電話：  

香港身份證號碼：   電       郵：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通訊地址：  

 

  

下列資料將有助評估辦事處安排評估，請於適用方格內加上✓號：  
 

你需要特別協助？    是□                否□  

請註明所需要的特別協助或語言翻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如視障人士要放大文字或聽讀服務、殘疾人士需要無障礙通道，容許輪椅進出等。) 

 

註１：評估辦事處是以非牟利形式提供過往資歷認可評估服務，因此會按申請人的特別要求，評估所需要的

額外支出，若有需要或會以「用者自付」的原則收取特別服務的費用，申請人遞交申請時可向評估辦事處查

詢收費詳情。  

註２：申請人或需提供相關證明，以協助評估辦事處因應所需作出妥善安排。  
 

 

２．申請的能力單元組合名稱及編號（可申請確認多於一項能力單元組合。）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及編號  資歷級別  相關工作年資  費用  

    

    

    

    
 

請於適合方格內加上”✓”號。   從事物流業的總年資共____年。     合共：  

          

 

 

 

評估收費結構 

資歷級別 評估 1 個單元 2 個單元 3 個單元 4 個或以上單元 

第 1-3 級 筆試 $550 
#
$900 

#
$1,300 

#
$1,700 

第 4 級 面試 $890 $890 x 2 $890 x 3 $890 x (4 或以上) 

第 4 級 面試及筆試 $1,200 $1,200 x 2 $1,200 x 3 $1,200 x (4 或以上) 

#申請人必須同時申請評估超過一個能力單元組合，才可獲得以上費用折扣優惠。 

 

 

 



 
 

 

 

 

３．相關工作經驗  (隨本申請表夾附有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副本)  

請按任職日期順序列出（如空位不敷填寫，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  

公司 /機構名稱及地址  職位  工作範疇及內容  *  
由  

(月/年) 

至  

(月/年) 

 

 

    

 

 

    

 

 

    

 

 

    

*須列明與申請認可的能力單元組合相關的工作範疇及經驗，以證明符合所需的要求。  
 
 

４．領取證書  

 

本人選擇以下列方式領取證書：  

  

1 .  □親身或授權他人前往評估辦事處領取   

 

2 .  □以郵遞方式領取 (郵寄過程中，證書如有任何損毁或寄失，評估辦事處恕不負責 )  

 
 
 

５．其他有助評估申請人的資料或專業資格(須提交副本  )  
 

請按日期順序列出（如空位不敷填寫，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  
 

 

 

 

 

 

 

 

 

 

 

６．申請人聲明  
1.  本人所提供的上述資料屬完整真確，並同意按照評估辦事處之個人資料政策用作有關用途。

本人明白如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本人獲確認的資格會被取消；同時評估辦事處有權依循

法律途徑追究本人應負的責任。  

2 .  本人同意評估辦事處可與有關公司或機構負責人聯絡，以核實本人提供的年資及相關工作經

驗證明文件。  

3 .  本人明白不可以直接或透過任何方式向評估辦事處的職員或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或款

待，否則可能會觸犯法例，獲確認的資格亦會被取消。  

4 .  本人同意如自己在評估期間損毀任何機器、工具或設備，願意賠償。因本人疏忽而導致自己

受傷或死亡，本人同意評估辦事處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毋須負責。  

5 .  本人同意評估辦事處為面見評估進行錄影錄音，及於實務評估期間拍攝照片，以供核證用

途。  

6 .  本人已細閱申請指引內的條文，並同意遵守所載的規定。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用正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