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級技工合作培訓計劃  

(技術提升課程)申請表  
  

 

第一部分︰申請者(培訓機構)資料 

培訓機構名稱：                                  

培訓機構地址： 

負責人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第二部分︰培訓方案 

(1)培訓地點︰ 

(2)培訓期︰ 

(3)上堂時間: (4)上堂總時數: 

(5)預算學員人數︰                                                                                               (每班上限 10 人，每份申請表只填一班) 

(6)培訓模式及內容︰                                                                                              
 

 

第三部分︰學員資料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建造業議會/香港建造學院填寫)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後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  Q-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續)第三部分︰學員資料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第四部分︰導師及助理導師資料 
 

導師資料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助理導師資料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 
 

第五部分︰申請工種  (每份申請表只可申請一個工種) 
 

□ 砌磚工 □ 金屬工 □ 普通焊接工 □ 空調製冷設備技工(水系統) 

□ 批盪工 □ 金屬棚架工 □ 髹漆及裝飾工 □ 空調製冷設備技工(電力控制) 

□ 鋪瓦工 □ 電氣佈線工 □ 控制板裝配工  □ 空調製冷設備技工(送風系統) 

□ 水喉工 □ 消防電氣裝配工 □ 木模板工（樓宇工程） □ 空調製冷設備技工(保溫) 

□ 平水工 □ 消防機械裝配工 □ 窗框工   

  

 
 
 
 
 
 
 
 
 
 
 
 
 
 



第六部分︰申請者聲明 
1. 本培訓機構/本人明白並同意建造業議會/香港建造學院有絕對權力決定是否接納本培訓機構/本人申

請。 

2. 本培訓機構/本人明白並同意建造業議會/香港建造學院在考慮此申請時，有權要求本培訓機構/本人

提供上述資料的證明文件，或進一步的資料及文件。建造業議會/香港建造學院亦有權派員前往上述

地點視察。 

3. 本培訓機構/本人明白並承諾按培訓大綱向學員提供培訓，並同意申請獲批准後，建造業議會/香港

建造學院可派員隨時前往該地點視察其培訓進度，環境及條件是否安全及合理。 

4. 本培訓機構/本人同意為導師、助理導師及學員提供一切責任之保險，一切責任與建造業議會/香港

建造學院無關。 

5. 本培訓機構/本人聲明上述及附件內一切資料屬實，本培訓機構/本人明白並同意如上述資料失實或

不足可能會影響申請的審批，亦可能引致已獲批准之申請被取消而不獲任何補償。 

6. 本培訓機構/本人明白如在遞交申請時蓄意提供虛假資料，將有可能觸犯刑事條例，建造業議會/香

港建造學院有權向本培訓機構追討已發放的費用金及索償。 

7. 本培訓機構/本人在此確認學員註冊為普通工人後具備最少一年與報讀工種相關的工作經驗。 

8. 本培訓機構/本人在此確認本培訓機構/本人會遵守載於「中級技工合作培訓計劃 (技術提升課程)」

架構文件內的條款和條件，此申請表及此申請表中的條款和條件，確認所有資料都是正確的。 

第七部分︰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人簽署      培訓機構蓋印 

姓名：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你向建造業議會或香港建造學院〔「議會或學院」〕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

指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議會或學院之活動。 
2. 為讓你得知最新的議會或學院活動和行業內發展情況，議會或學院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

名、電話號碼、郵寄和電郵地址，將有關訓練課程、測試、註冊、活動項目、議會或學院工作和建造業
其他方面的最新資訊提供給你。你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的話，請於下列有關拒收資
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號。 

3. 在未得你的事先同意前，議會或學院不會將你的個人資料轉移給任何第三方。 
4. 你必須向議會或學院提供所要求之全部資料。如你未能提供所要求之全部資料，議會或學院或無法處理

及/或考慮你的申請。 
5.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議會或學院提出，地址為九龍觀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建造業議會或香港建造學院發出有關議會或學院活動和與建造業相關的資訊。 

《申請者聲明》 

本人已詳細閱讀並明白《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在本申請內之全部其他資料。 

申請人請夾附以下文件並填上 

□ 上課時間表 

□ 培訓模式及內容 

□ 導師履歷表 

 

建造業議會/香港建造學院專用 

審核︰  日期︰  

 



附錄 : 條款及條件 

1 已界定的詞彙及釋義 

(a) 協議是指由議會/學院與申請者所訂立的培訓協議，由此計劃的架構文件、申請者所遞

交並獲議會/學院核准的申請表、以及附錄於申請表的條款及條件所構成。 

(b) 申請者是指任何遞交申請參與由議會/學院推出的計劃的培訓機構。 

(c) 核准項目是指獲議會/學院核准的計劃申請。 

(d) 議會是指建造業議會，學院是指香港建造學院。 

(e) 建訓會是指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f) 開始日期是指列明於議會/學院所發出的核准通知上的發出日期。 

(g) 架構文件是指規限此計劃的政策文件，於議會的網頁（http://www.cic.hk）或學院的網

頁（http://www.hkic.edu.hk）可供查閱。 

(h) 核准通知是指由議會/學院向成功申請者所發出的信函，通知其參與計劃的申請已獲批

核。 

(i) 參加者是指由申請者招募參與計劃的導師，助理導師及學員。 

(j) 計劃是指由議會/學院推出及與此申請表有關的合作培訓計劃。 

(k) 釋義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在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中： 

(i) 代表複數的詞語包含單數的含義，反之亦然， 

(ii) 帶有任何性別意義的字詞包含其他性別的涵意，及 

(iii) 標題只供參考，並不影響其釋義。 

任何不利於一方的釋義原則均不會因為該方負責擬備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或其任何部分而適

用。 

 

2 申請者的責任 

 

2.1 申請者須遵守協議內的所有條文。議會/學院保留不時修定協議條文的權利而不作預
先通知。 

 
2.2 於培訓計劃的申請獲核准後，申請者應在開始日期後的 3 個月內為獲核准的學員開始

培訓。如申請者未能於該期限內展開培訓，該獲核准的學員名額將被收回。 如欲繼
續參與計劃，申請者必須提交新的申請。 

 
2.3 申請者開始核准培訓方案後則須完成該方案。如有任何情況妨礙申請者完成該核准培

訓方案，申請者須立即以書面通知議會/學院。 

 

3 培訓資助 

 

3.1 議會/學院可不予支付培訓資助或其任何部分，如議會/學院單方面認為： 

 

(a) 申請者未能執行，或議會/學院認為申請者相當可能不能執行核准項目；及 

 

(b) 由申請者所提交有關的文件未能符合架構文件内指定的標準或要求。 



 

3.2 申請者須按照架構文件將資助只用於核准項目之上。 

 

4 保險 

 

4.1 申請者須確保其、代理人或其他於計劃下負責提供培訓的人員及學員有足夠的保險保

障，範圍涵蓋其培訓、操作及業務風險，包括第三者法律責任保險、僱員及學員保償

保險、董事及高級人員責任保險，及任何其他必須或通常為執行培訓計劃而投購的保

險。該保險須保障參加者，不論他們是否受僱於申請者。 

 

5 破產或接管 

 

5.1 在不損害已歸於或將於此後歸於議會/學院的任何權利、法律行動或補償的原則下，一

旦申請者破產或無力清償債務、正進行或將進行接管或清盤，或遭申請清盤、破產或

接管令（不論是自願或非自願，重整或合併除外），議會/學院可於任何時候以書面通

知循簡易程序終止培訓，而申請者無權獲得賠償。任何核准項目下的培訓須立即停

止，申請者由終止日期起不會獲得任何補助或津貼補償。 

 

6 操守 

 

6.1 申請者須禁止其參與本計劃的僱員、代理人及參加者（不論他們是否受僱於申請者）

在進行與本計劃有關事務時提供、索取或接受任何按照《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

第 201 章）中定義的利益。 

 

7 個人資料收集 

 

7.1 申請者須確保在收集、處理及運用參加者或其他與執行計劃有關人員的個人資料時，

均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的條文。此涵蓋個人資料予議會/

學院的轉移及經議會/學院轉予相關的機關及／或資助計劃的團體的轉移。 

 

7.2 申請者須按照架構文件的規定確保向各參加者提供一份書面「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並提供各參加者所簽署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之副本予議會/學院。 

 

7.3 參加者有權要求查閱或更正其個人資料。書面要求應根據議會網頁（http://www.cic.hk）

或學院網頁(http://www.hkic.edu.hk）上訂明的資料查閱程序向議會/學院提出。 

 

8 彌償 

 

8.1 凡因違反協議的任何條款及條件而引起或與之有關的而令議會/學院承受或招致的任何

及所有損失、申索、索求、賠償、訟費、支出及法律責任，則申請者須對議會/學院作

出彌償。 

http://www.cic.hk/


9 議會/學院的法律責任 

 

9.1 申請者與其任何董事、高級人員、僱員、學員、代理人或其他人員之間的事宜而引起

的任何爭議（合約或在其他情況下）、和解、仲裁、調解或訴訟，議會/學院概不須負

法律責任。 

 

9.2 申請者及參加者因參加本計劃而引起的任何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欠薪、人身傷害賠償 

及強積金，議會/學院概不須負法律責任。 

 

10 終止核准項目 

 

10.1 如申請者違反協議的條款，議會/學院有絕對權利終止其核准項目，並停止支付任何及

所有補償及資助。 

 

10.2 申請者不可向議會/學院提出彌償申索或任何其他申索。 

 

11 解決爭議 

 

11.1 凡因計劃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爭議或分歧，各方須首先嘗試透過相關各方的高級代

表進行真誠談判，友好地嘗試解決爭議或分歧。若該爭議或分歧於開展該談判後28天

仍未獲得解決，爭議須轉介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根據其調解規則進行調解。如調解

員放棄調解或調解在爭議或分歧仍未解決時完結，則須將該爭議或分歧轉介予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根據其本地仲裁規則及《仲裁條例》（香港法例第609章）或當時生效之

法定條文的任何法定修改通過仲裁決定。該轉介均會被視為符合該條例的仲裁提請。

任何有關仲裁的轉介須於調解被拒絕或調解失敗後90天內呈交。 

 

12 適用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12.1 本協議須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管限，並須按照其解釋。 

 

12.2 申請者開始核准培訓方案後則須完成該方案。如有任何情況妨礙申請者完成該核准培

訓方案，申請者須立即以書面通知議會/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