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報名表 Enrollment Form 

注意：所有資料必需填寫，如有遺漏，本中心有權要求報名人補回。 

 

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開課日期

Starting Date 
學費 
Fee 

收據編號 
Receipt no. 

CEY $ 

CEY $ 

 即時加入成為個人會員 (請另加年費$30) $ 
 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只限持續進修基金認可課程) 

繳費方法： 

 銀行入數   現金   支票   易辦事   信用卡   綜援卡 
合計 $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跟身份證相同)：___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 Membership No.：__________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跟身份證相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 HK ID Card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Sex： 男  女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MM/YYYY)：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電話* Telephone：(日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夜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何獲得課程資訊: 
 機構網站   中心小冊子  單張  舊學員  親友介紹 
 Facebook   明報     Yahoo     Jobmarket            

  

職員 

填寫 

負責職員 Staff： 日期 Date：

(職員專用) 
 CEF申請表    收據副本 

 身份證副本   繳費證明 

 學歷證明副本    

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香港中學文憑或以下(舊制：中七)  大專至副學士  學士  碩士或以上

職業 (Occupa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細閱本中心的課程報讀須知，並確保本表格所填報的各項資料均為詳盡而屬實。( *為必須填寫) 

 

其他 (請註明： )       

 本人不同意收到延續教育中心之課程資訊。 

 會藉為時一年，一經入會，會員費恕不退還。

課程報名表 Enrollment Form
(成人 adult)

注意：所有資料必需填寫，如有遺漏，本中心有權要求報名人補回。

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上課日期
Class Date

收據編號
Receipt no.

學費
Fee

HWM

HWM

$

$

$
$

合計 $

新生報名費:$100

繳費方法： 繳費日期：
銀行入數 現金 支票 易辦事 信用卡 PayMe

課程材料費(如有)

請細閱本中心的學員守則，並確保本表格所填報的各項資料均為詳盡而屬實。(*為必須填寫)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跟身份證相同):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跟身份證相同):

手機電話* Telephone : 電郵地址* E-mail : 

地址 Address : 

香港身份證號碼* HK ID Card No. :香港身份證號碼* HK ID Card No. : 性別   Sex：(            ) 男 女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MM/YYYHY) : / /

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 香港中學文憑或以下 大專至副學士 學士 碩士或以上

職業 (Occupation) :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 

職員
填寫

負責職員 Staff : 日期 Date : 

從何獲得課程資訊:
機構網站
Facebook

宣傳單張

海報 舊學員

Google

其他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

親友或朋友介紹

音樂資歷 Qualifications in Music :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於電郵或電話訊息中收到本中心的課程資訊。

簽署 : 日期 :

Harmony World Musicwww.harmonyworldhk.com Harmonyworldmusic2570 6828 5932 7270

(職員專用)

身份證副本

學歷證明副本

收據副本

繳費證明

緊急聯絡人手機電話 Emergency Person contact Telephone :  (+852)

緊急聯絡人姓名 Contact Person Name : 

緊急聯絡人關係 Contact Person Relationship : 

Modified by: Square
Location: HWM Google Drive> 0 好美樂音樂世界 >學術>學生報名表
Audit by: Square       Date:21-10-2020



Harmony World Musicwww.harmonyworldhk.com Harmonyworldmusic2570 6828 5932 7270
Modified by: Square
Location: HWM Google Drive> 0 好美樂音樂世界 >學術>學生報名表
Audit by: Square       Date:21-10-2020

簽署 : 日期 :

付款詳程：

A.銀行入數
閣下可以選擇銀行入數付款,以下是銀行入數資料:
1. 銀行名稱: HSBC
2. 戶口編號: 652-320698-001
3. 公司名稱:HARMONY ROAD MUSIC  CENTRE
4. 入數後把入數紙 WhatsApp 到 5932 7270  (備註姓名、聯絡電話及課程名稱)
5. 在收到付款訊息後，方可確認購買完成。

B. Business Payme
請依據我們所提供的的QR code或PayMe link付款，連同訂書表格一併發到WhatsApp: 5932 7270,
請於Payme的付款備註中寫下姓名，電話，及購買代號「好美樂訂書」，在收到付款訊息後，方可確認購買完成。

如有其他付款上的問題,歡迎致電我們: 2570 6828 或 WhatsApp: 5932 7270

學員守則-報讀課程須知 :

1. 未經本中心同意,學員及導師私下所訂之協議,本中心恕不負責及承認。
2.未經許可,學員不得在課堂中進行錄音及錄影。
3.本中心有權拍照/錄影及上課或參與任何活動時的情形作為教學記錄或宣傳之用途。如不同意，請於報名時用書面提出。
4.如果小組班別在已定的開班日子兩天前未能收到足夠的學生,本中心將把開班日子押後一個月。若押後一個月仍然收生
不足,本中心則會把學員已繳交的學費於兩星期內全數退回。

5.學員不得在課室內飲食，所有被污穢範圍的清潔費及令設施教具有損壞，學員需要支付及賠償。
6.學員上課時需全程戴口罩及需穿著襪子,方可進入課室,以保持良好個人衛生。
7.班制小組課程，如學員請假,恕不補課,如導師請假,則會順延補課。
8.各項課程只接受報讀學員本人上課,本中心不接受別人代替或帶家長/親友旁聽，亦不接受學員轉調其他日期的課堂上課及
不接受轉調其他科目上課

9.除因新開的課程不能成功開班而本中心會退款外,學員已繳之學費,不論任何原因,恕不能退還。
10. 學員上課期間請注意人身及財物安全,任何身體損傷或財物損失,本中心概不負責。
11. 未經許可學員不得主動提議或接受導師建議轉往其他地點上課。
12. 為保障本中心及其他學員的私隱、知識產權及其他相關權益，本中心有權選擇或拒絕某學員報名成為本中心的學員。
13. 如發現某學員的行為表現異常或有不良企圖扣成對本中心及其他學員的人身安全、私隱、知識產權、中心權益有不良
影響等，本中心有權撤銷/停止學員的參與上課/活動/任何活動等資格而不會作任何補償，嚴重者法律追究。

14. 請尊重知識產權，在未授權情況下，請勿把本中心的教材、書藉、短片、他人的作品、設計等複製、售賣、分發或抄襲，
違例者必定法律追究。

15. 學員須愛護課室各項設備,重視課堂秩序,尊重導師,遵守各項規定,否則,本中心有權終止其 上課權利,一切費用恕不退還。
16. a) 如因應香港政府頒佈的措施或外圍環境因素導致需要被逼停課或延期，中心及學員必須同意及配合。
b)所有被停課後的復課的時間及日期或轉向網上上課形式等安排，家長/學員必須同意接受，不能有異議;如家長/學員因
個人理由， 不能出席本中心的補課安排，本中心不設退款機制及不會另作補課安排。家長/學員當自動放棄上課論，
不得追討補課及退款等要求。

17. 有關颱風或暴雨等指引，請瀏覽本中心網站。
18. 本中心保留調動上課日期、時間、地點及導師之權利,而一切調動及更改之考慮將以本中心 及學生之共同利益及責任為
基礎。

19. 本中心保留更改上述條款之權利而將會在官方網站上公佈，詳情細則以官方網站為準。

*本人清楚明白以上的守則內容，並同意及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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