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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格  
   
本人欲報讀以下課程 I wish to apply for training of: 
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開課日期 Commencement Dat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甲部  Part A：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稱謂： o 先生  o 小姐  o  太太   o 女士 
 Title：      Mr.         Miss       Mrs.       M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相同 (Must be the same as shown on HKID card) 
身份證號碼： 
HKID Card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A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日/月/年) 
Date of Birth：(dd/mm/yy)：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機構： 
Compan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經驗 ：                                                             年 
Work Experienc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Year(s) 

宗教信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ig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Posi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電話： 
Office Tele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號碼： 
Residential Phon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電話號碼： 
Mobile Phon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Fax：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地址： 
E-mail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o 中五                                  o 中七                             
Educational Level Attained :             S.5                                          S.7 
                                                      o大學                                   o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niversity                             Others 
 
您對此課程有甚麼期望 ： 
What do you expect to learn from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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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Part B ：繳費方法   Methods of Payment  
 
¨ 支票號碼 Chequ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 Ban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轉賬至色彩生活有限公司  滙豐銀行戶口號碼 817-151889-838 
¨ 現金 
 
丙部  Part C：得知本課程途徑 Way to know about this program 
¨ 網頁        ¨電郵 

Websi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張  ¨報紙       ¨雜誌 

Leaflet Newspap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gazine：___________________ 
¨搜尋器        ¨其他 

Search Engine：Yahoo/Google/others_______________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收取通知的方法：（如無指定，本中心會以電郵方式通知閣下）  
Please specify how you would like to be notified: (If not specified, we will notify you by e-mail)  
¨傳真         ¨電郵 
By Fax                 By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部  Part D：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確知課堂所派發之講義僅供本人修讀及練習之用。 
本人聲明在此報名表格及隨附文件所載有的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真確。 
I acknowledge that the materials given in the lessons are merely for self-use.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enrollment form and the attached documents ar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ccurate and complete. 
申請人簽名                                                                        日期 
Applicant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 
 
 
由本中心填寫 For LEL use only 
¨ 錄取      ¨ 不錄取         ¨ 後補名單 

¨ HK$______________報名費已收 ¨ 以支票支付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轉賬或入數 
¨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臨時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 
¨正式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 
 
負責職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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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每項課程請用一份表格，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 

2. 付款方法： 
² 以劃線支票付款，支票背面請填上姓名、聯絡電話、連同報名表郵寄 (封面註明課程名稱) 或 
親身遞交至本中心 （地址：九龍尖沙咀山林道  9 號卓能中心  10 樓  1001 室） 

支票抬頭：「色彩生活有限公司 或  Life Enrich Limited」 

² 以轉賬或入數付款，請把存款收據及報名表傳真至 3011-3220 或 

        電郵至 info@life-enrich.com，收據上請填寫姓名、聯絡電話及課程名稱 

戶口名稱：滙豐銀行 

戶口號碼：817-151889-838 

3. 所有課程名額均以先到先得方法分配。 

4. 凡成功申請者將於開課前接獲本中心以郵遞或閣下指定的方法通知開課詳情。如在開課前尚未接
獲通知，申請者應致電本中心查詢（電話：2332-8400）。 

5. 一切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6. 申請者於遞交所有表格及支票時，可即時獲發臨時收據；一經取錄，可獲發正式收據。 

7. 申請表格及有關資訊，可到本中心網站 http://www.life-enrich.com下載及瀏覽。 

8. 所需文件 / 支票： 

¨  閣下之身份證副本 

¨  劃線支票及副本 

¨  已填妥及簽名之課程報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