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錢服務經營者打擊洗錢課程

Anti-Money Laundering Course for Money Service Operators

Code 編號：PE4200051

Programme Objectives 課程目標：

This programme, which is jointly organized with the MSOA and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PEAK”), is 
designed for money service operators so as to enable the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statutory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regarding Customer Due Diligence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This will also raise practitioners’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Customer Due Diligence so that they can help to detect irregular or suspicious financial activities, 
and hence enhance the compliance levels of MSOs.
本課程由香港金錢服務業協會與高峰進修學院合辦，旨在幫助金錢服務經營者更了解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法例要求，提高從
業員對客戶盡職審查的意識，加深對客戶的了解及偵察異常或可疑活動，藉此提昇金錢服務經營者的合規水平。

* Fee Discount: The course only costs MSOA member HK$380 per person. To verify the eligibility to the special discount, 
applicants must enroll in the course through the Hong Kong Money Service Operators Association at Tel: 3176 2004, Fax: 3010 
8582, Email: info@msoa.hk or its office at A2/F, Dolford Mansion, 1-3 Chatham Court, Tsim Sha Tsui, Kowloon.
* 學費優惠: 香港金錢服務業協會會員報讀本課程只須每位HK$380，享受此優惠必須經由香港金錢服務業協會報名，以核實資格。
報名可聯絡香港金錢服務業協會
電話:3176 2004、傳真:3010 8582、電郵:info@msoa.hk
地址:九龍尖沙咀漆咸圍1-3號多福大廈2樓A室

Speakers 講師：

Mr. Vincent Tse CB, CFA, CPA, FCCA, MBA
Mr. Tse is the founding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Hong Kong Money Service Operators Association (“MSOA”). 
He has more than 17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dvisory, compliance, finance and banking services. Vincent was 
invited as a Speaker at the 6th Annual AML & Financial Crime Conference Asia Pacific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Anti-Money Laundering Specialists (“ACAMS”).
謝先生為香港金錢服務業協會創會行政總裁。謝先生擁有超過17年諮詢、合規、金融及銀行經驗。此外，謝先生獲邀前
往馬來西亞出席由「國際公認反洗錢師協會」舉辦的第六屆反洗錢及金融犯罪亞太區年度會議，並擔任講師。

Mr. Jimlian Chan CPA
Mr. Chan has over 17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ccounting, auditing, taxation, company secretarial and business 
consulting, etc. of which includes more than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to the money service industry. Mr. Chan is also the Compliance Officer and Money Laundering 
Reporting Officer of a number of licensed money changers and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ompiling complianc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s well as providing relevant trainings. He is also an AML course speaker of MSOA.
陳先生擁有超過17年會計、審計、稅務、公司秘書及商業顧問等經驗，當中包括超過10年對金錢服務業的專業會計及
顧問服務經驗。陳先生亦為多間金錢服務經營者的合規主任及洗錢報告主任、編寫合規手冊程序，具備豐富培訓經驗，
及為本會任教多個打擊洗錢培訓課程。

2017-03-30 (Thursday 星期四)
7:00pm - 9:30pm (2.5 hours 小時)
9/F, VTC Tower, 27 Wood Road, Wanchai, Hong Kong 香港灣仔活道27號職業訓練局大樓9樓
Taught in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terminology 中文授課，以英文輔助
HK$480 Or HK$380*

Date        日期： 

Time        時間：

Venue      地點：

Language 語言：

Fee          費用：

客戶盡職審查及個案分析 (粵語)

Customer Due Diligence and 
Case Studies (Cantonese)

Co-organizer 合辦機構

version - 032017

Sponsor 贊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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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姓名：Mr. / Ms. / Miss* 中文姓名：  先生/女士/小姐*

香港身份證 /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日/月/年）： 

通訊地址：
任職機構名稱： 職位 / 部門：
電郵地址#： (1)  (2) 

日間聯絡電話： 流動電話： 傳真：
你是否需要簽證 / 進入許可來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就讀？               � 是   � 否 

申請人個人資料（請填寫香港身份證 / 護照上之姓名）

如報讀之課程在報名當日起7個工作天內（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開課，
申請人必須以現金繳交學費。

� 現金 金額：港幣 元
� 支票（抬頭請寫：職業訓練局） 

 支票號碼：
� 信用卡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 
付款額： （月/年）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付款方法 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 Yahoo � Google � PEAK 網頁 � 電郵

� 單張 � 每季課程章程 � 朋友 � 教育展覽會

� 報紙/雜誌（名稱： ）

� 其他： 

請問您是從以下那途徑得知本課程？（可選多項"3" ）

如欲申請持續進修基金，申請人須注意以下事項：

(1) 請連同持續進修基金申請表及由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所簽發的香港
身份證副本於開課前最少10個工作天（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
假期）交回本院代辦手續，逾期遞交恕不受理。

(2) 請細閱本院課程手冊內之「課程管理指引」內有關持續進修基金申請
手續的詳細資料。

本人現報讀以下課程

課程編號 / 名稱： 開課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頒授日期（月/年）

（註 : 填寫本欄前，請參閱本表格第二頁之「（II）報名須知」第6點。如空位不敷填寫，申請人應另頁詳列有關資料，並隨填妥的表格附上。）

只供報讀學歷頒授課程之申請人填寫

單元編號 單元名稱 開課日期（日/月/年）

由 / 至（日/月/年） 機構名稱 職位 全職 / 兼職

由 / 至（月/年） 考試 / 學歷頒發機構 所獲資格 上課形式（全日制/兼讀制/遙距學習）

申請人之聲明及簽署
 本人若於此表格之第三頁簽署乃表明本人完全明白並同意遵守職業訓練局轄下之高峰進修學院載於此表格第二及第三頁之「（I）個人資料收集及用途」、「（II）報名須知」、
「（III）聲明」、「（IV）學生知識產權政策」及「（V）學生學術原創聲明書」中，及於「課程管理指引」（指引）和「學生手冊」內所列明之規則。

個人資料之使用 
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擬使用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通訊地址及教育程度，提供有關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的
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惟我們必須先得到你的同意，否則不能如此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如你不同意上述安排，請在以下方格加上剔號。 
� 本人不同意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使用我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通訊地址及教育程度，提供有關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
成員的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  

如你日後希望停止接收上述資訊，或更改個人資料，請連同你已登記的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通訊地址及教育程度資料，電郵至peak@vtc.edu.hk或
傳真至2891 5707通知我們。

報名表
本院專用 Office use only ver 20161001

Date of Receipt: Handled by: 

Remarks: 

Application:  Walk-in By Mail By Fax

Payment:  Cash Cheque Credit Card

（如需要，請在報讀課程時提供簽證 / 進入許可之正本予高峰進修學院以作核實之用）
# 本院會以電郵通知申請人有關課程之取錄結果，開課確認及與課程相關之通知（如更改上課時間）（如申請人未有提供電郵地址，本院將會以郵寄/電話通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詳情請參閱有關的課程單張）。� 若你希望以成年學生的身份申請入讀課程，請在方格內加上"3"號。此等入學申請將視乎面試結果而決定是否取錄

就業詳情（註） （按時間順序）

學歷及專業資格（註） （按時間順序）

EM-30032017



(I)  個人資料收集及用途

1. 申請人/學生於其課程申請及入學註冊時所填報的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通訊地址及教育程度，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將會用於處
理下列與課程的入學申請及行政相關之用途：
(a) 處理一切有關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課程的入學申請及甄選事宜；及相關用途；
(b) 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索取申請人的香港中學會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以及向本港或以外的有關院校，索取申請人的公開試及校內試
修業成績；

(c) 核對申請人申請紀錄，以及核對和索取申請人在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就讀的紀錄與成績；
(d) 申請資料及學生紀錄會用於與統計及分析相關之用途。報名表及有關的個人資料會於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收生程序完結後銷毀。然而，若申請人於報名表
表示願意收到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的資訊，則該申請資料將被保留；

(e) 儲存獲取錄的申請人資料於學生紀錄系統；及
(f) 若申請人表示願意收到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的資訊，則申請資料將被保留作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的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

2. 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會對申請人/學生的資料絕對保密，但可將申請人/學生的個人資料，給予對本院有保密承諾的任何人士或其代表，用於（1）段所述的用途。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學生有權
(a) 查閱高峰進修學院是否持有他的個人資料；
(b) 要求獲得上述資料的副本；及
(c) 要求高峰進修學院更正他的個人資料。

 申請人/學生必須提供足夠資料予高峰進修學院以識別身份，否則本院有權拒絕上述要求。

4. 申請人/學生如欲查閱個人資料，須以書面形式向高峰進修學院提出，地址如下：
 高峰進修學院
 香港灣仔活道27號
 職業訓練局大樓9樓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保留權利收取查閱資料所需行政費用。

(II)  報名須知

1. 申請人必須就每項課程填寫一份報名表（表格），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

2. 申請人於報名時必須出示由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所簽發的香港身份證/護照/旅行證件、或有效的來港就讀之簽證/進入許可。

3. 如申請人選擇以支票繳付課程費用，請將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郵寄或親身交回本院（每項課程須獨立填寫一張支票），支票抬頭請寫「職業訓練局」，如申請人以信用
卡繳付學費，請將表格傳真，郵寄或親身交回本院辦事處。 傳真：2891 5707   地址：香港灣仔活道27號職業訓練局大樓9樓高峰進修學院。

4. 如申請人選擇以郵寄或傳真方式交回表格及課程費用，請於開課前致電2836 1906以確認本院收到有關表格及費用。

5. 除學歷頒授課程外，所有課程名額均以先到先得方法分配。任何未填妥、沒有簽署之表格，或未有附上學費的表格，本院將不會處理。

6. 在填寫此欄時，申請人必須先詳閱個別課程單張或在本院課程手冊內各課程之入學資格或有關詳情，並提供與報讀課程相關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等資料。在報讀課程
時，申請人必須向本院出示及提供相關學歷證明，就業證明及僱主推薦信的正本與副本，以作核實。

7. 申請人/學生必須細閱及遵守載列於本院課程手冊內之「課程管理指引」（指引），報讀持續專業發展課程（CPD課程）之學生也必須注意及遵守指引內的「持續專業
發展課程-學生須知」中有關 IA，SFC及MPFA時數的計算方式。申請人/學生亦可向本院辦事處索取或從本院網站下載指引。

8. 除本人之申請不獲接納或所選的課程取消/改期外，所有已繳學費恕不退還。學費及學額亦不可作任何更改（包括不可轉班）或轉讓他人。

9. 如申請人/學生曾修讀職業訓練局轄下之課程，而仍有欠款未清，即使該申請人/學生已入讀職業訓練局的其它課程，該申請人/學生仍須清繳對職業訓練局的所有
欠款。否則，該申請人/學生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所修讀的所有課程/單元的成績單、證書及相關證明將一律不予發放，直至清繳所有欠款為止。

(III)  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在本報名表填報的資料均屬正確無誤，並明白填報之資料將會在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的招生過程中作參考之用。

2. 本人授權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索取有關本人在香港或外地參加的公開考試及就讀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其中包括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及職業訓練局）提供此等
資料。

3. 本人授權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使用本人的資料查詢任何有關申請入讀該學院課程事宜及有關本人過往及現在於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就讀的資料。

4. 本人明白在註冊後，有關資料將轉作學生紀錄，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可利用該等紀錄作學術或行政上之用。

5. 本人明白在申請中提供任何虛假或誤導性資料會導致即時取消入學資格，已繳費用概不會退還。

6. 本人知悉並同意高峰進修學院於本人出席CPD課程或學歷頒授課程時，查閱本人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由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所簽發的香港身份證/護照/旅
行證件、或有效的來港就讀之簽證/進入許可）以核實身份。

7. 本人明白並會儘量填寫足夠資料，否則學院不能有效地處理本人的申請。

8. 本人知悉並同意高峰進修學院以高峰進修學院的時鐘作為計算本人就該課程出席時數和所獲得的持續專業進修（CPD）/持續培訓（CPT）時數，並同意「（II）報名
須知」第7項有關 IA，SFC及MPFA時數的計算方式。

(IV)  學生知識產權政策

知識產權

1.「知識產權」指任何發現、創作、發明、設計、式樣、商標、可作商業用途的科技、數據庫使用權、機密資料、商業秘密、專有技術或任何研究方法；以及所有
相關權利，包括：專利、版權、商標、外觀設計、實用新型、其他同類保障權，不論有否在任何國家註冊該等權利；以及前述各項的應用權。知識產權創造者可獲
法律保障，享有其創作的經濟權益及控制權。

知識產權政策對學生的適用範圍

2. VTC的知識產權政策適用於所有修讀VTC或其學院/中心的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的註冊學生，不論課程是否由VTC獨立開辦、與其他伙伴機構合辦或是委託開辦，
同樣適用。

知識產權擁有權

3. 學生在學期間會運用局方的器材、設施或資源，包括但不限於繪圖、數據、草圖、檔案、實驗室、文具及消耗品，並於老師指導下，為功課及專題習作創出新意念，
因而產生知識產權，日後或有機會用作商業用途。在此情況下，學生擁有該等素材的知識產權，並給予VTC在全球各地永久免版稅的非獨家使用權。此使用權一經
給予，不得撤回，表示VTC可複製或使用（包括修改）學生在修讀課程期間，由其本人獨力或與他人合作創造之知識產權的全部或部份材料。該使用權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情況：
(a) VTC有權將知識產權的使用權再授予其他人；
(b) 展出學生的獲獎作品，供宣傳或展示之用；以及
(c) 於研討會、座談會、課堂及專業會議上引用並使用學生創作的作品。

4. 以下情況則不受上述條文所列的擁有權所規限：當學生獲外間公司及/或VTC贊助進行專題習作，則須按各方在事前簽訂的協議，決定該習作的知識產權屬該
公司/VTC抑或學生所有。此處提及的「贊助」指該公司或VTC給予的支持，可包括以現金或實物形式提供的財政資助、使用該公司或VTC的器材及設施、接觸
該公司或VTC與該習作相關的機密資料、圖則、草圖及文件。

學生的義務及承諾

5. 教學人員或學系向學生提供的筆記及課程材料僅供學生個人使用。學生不得將該等資料上載至其他伺服器，亦不得製作印刷或電子複本，供其他非註冊修讀該課程
的人士使用。未經許可，課堂期間禁止錄影或錄音。

6. 學生須確定其創作的知識產權素材並無侵犯任何屬於他人的知識產權，特別是版權、道德權利、專利或註冊外觀設計，更不得載有任何損害名譽或誹謗的內容。

7. 任何學生如發現或有理由相信知識產權材料由他人獨自或共同擁有，應立即向VTC舉報。

8. 當學生在註冊入讀VTC或其附屬機構所提供的課程時，每名學生必須同意遵守VTC公布或不時修訂的知識產權政策、規則及規例。所有學生須表示明白遵循有關
政策、規則及規例乃繼續修業及取得畢業資格的條件。違反VTC知識產權政策屬嚴重的不當行為，有關個案或會交由學生紀律委員會或相關部門處理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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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

1.「知識產權」指任何發現、創作、發明、設計、式樣、商標、可作商業用途的科技、數據庫使用權、機密資料、商業秘密、專有技術或任何研究方法；以及所有
相關權利，包括：專利、版權、商標、外觀設計、實用新型、其他同類保障權，不論有否在任何國家註冊該等權利；以及前述各項的應用權。知識產權創造者可獲
法律保障，享有其創作的經濟權益及控制權。

知識產權政策對學生的適用範圍

2. VTC的知識產權政策適用於所有修讀VTC或其學院/中心的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的註冊學生，不論課程是否由VTC獨立開辦、與其他伙伴機構合辦或是委託開辦，
同樣適用。

(V)  學生學術原創聲明書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在修讀課程期間所提交的學術作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形式：堂課、論文作業、實驗室作業及報告、演示及相關文稿、作品集、製品、專題研究等，
均會為本人的個人作品。本人明白遞交不屬自己的學術或學習評估資料〈整份或部份〉而聲稱是本人的，可被視為「作弊」，並會面臨紀律處分。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遵守職業訓練局轄下之高峰進修學院載於此表格第二及
第三頁之「（I）個人資料收集及用途」、「（II）報名須知」、「（III）聲明」、「（IV）學生
知識產權政策」及「（V）學生學術原創聲明書」中，及於「課程管理指引」（指引）
和「學生手冊」內所列明之規則。

申請人簽名 日期

知識產權擁有權

3. 學生在學期間會運用局方的器材、設施或資源，包括但不限於繪圖、數據、草圖、檔案、實驗室、文具及消耗品，並於老師指導下，為功課及專題習作創出新意念，
因而產生知識產權，日後或有機會用作商業用途。在此情況下，學生擁有該等素材的知識產權，並給予VTC在全球各地永久免版稅的非獨家使用權。此使用權一經
給予，不得撤回，表示VTC可複製或使用（包括修改）學生在修讀課程期間，由其本人獨力或與他人合作創造之知識產權的全部或部份材料。該使用權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情況：
(a) VTC有權將知識產權的使用權再授予其他人；
(b) 展出學生的獲獎作品，供宣傳或展示之用；以及
(c) 於研討會、座談會、課堂及專業會議上引用並使用學生創作的作品。

4. 以下情況則不受上述條文所列的擁有權所規限：當學生獲外間公司及/或VTC贊助進行專題習作，則須按各方在事前簽訂的協議，決定該習作的知識產權屬該
公司/VTC抑或學生所有。此處提及的「贊助」指該公司或VTC給予的支持，可包括以現金或實物形式提供的財政資助、使用該公司或VTC的器材及設施、接觸
該公司或VTC與該習作相關的機密資料、圖則、草圖及文件。

學生的義務及承諾

5. 教學人員或學系向學生提供的筆記及課程材料僅供學生個人使用。學生不得將該等資料上載至其他伺服器，亦不得製作印刷或電子複本，供其他非註冊修讀該課程
的人士使用。未經許可，課堂期間禁止錄影或錄音。

6. 學生須確定其創作的知識產權素材並無侵犯任何屬於他人的知識產權，特別是版權、道德權利、專利或註冊外觀設計，更不得載有任何損害名譽或誹謗的內容。

7. 任何學生如發現或有理由相信知識產權材料由他人獨自或共同擁有，應立即向VTC舉報。

8. 當學生在註冊入讀VTC或其附屬機構所提供的課程時，每名學生必須同意遵守VTC公布或不時修訂的知識產權政策、規則及規例。所有學生須表示明白遵循有關
政策、規則及規例乃繼續修業及取得畢業資格的條件。違反VTC知識產權政策屬嚴重的不當行為，有關個案或會交由學生紀律委員會或相關部門處理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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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個人資料收集及用途

1. 申請人/學生於其課程申請及入學註冊時所填報的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通訊地址及教育程度，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將會用於處
理下列與課程的入學申請及行政相關之用途：
(a) 處理一切有關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課程的入學申請及甄選事宜；及相關用途；
(b) 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索取申請人的香港中學會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以及向本港或以外的有關院校，索取申請人的公開試及校內試
修業成績；

(c) 核對申請人申請紀錄，以及核對和索取申請人在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就讀的紀錄與成績；
(d) 申請資料及學生紀錄會用於與統計及分析相關之用途。報名表及有關的個人資料會於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收生程序完結後銷毀。然而，若申請人於報名表
表示願意收到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的資訊，則該申請資料將被保留；

(e) 儲存獲取錄的申請人資料於學生紀錄系統；及
(f) 若申請人表示願意收到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的資訊，則申請資料將被保留作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的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

2. 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會對申請人/學生的資料絕對保密，但可將申請人/學生的個人資料，給予對本院有保密承諾的任何人士或其代表，用於（1）段所述的用途。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學生有權
(a) 查閱高峰進修學院是否持有他的個人資料；
(b) 要求獲得上述資料的副本；及
(c) 要求高峰進修學院更正他的個人資料。

 申請人/學生必須提供足夠資料予高峰進修學院以識別身份，否則本院有權拒絕上述要求。

4. 申請人/學生如欲查閱個人資料，須以書面形式向高峰進修學院提出，地址如下：
 高峰進修學院
 香港灣仔活道27號
 職業訓練局大樓9樓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保留權利收取查閱資料所需行政費用。

(II)  報名須知

1. 申請人必須就每項課程填寫一份報名表（表格），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

2. 申請人於報名時必須出示由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所簽發的香港身份證/護照/旅行證件、或有效的來港就讀之簽證/進入許可。

3. 如申請人選擇以支票繳付課程費用，請將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郵寄或親身交回本院（每項課程須獨立填寫一張支票），支票抬頭請寫「職業訓練局」，如申請人以信用
卡繳付學費，請將表格傳真，郵寄或親身交回本院辦事處。 傳真：2891 5707   地址：香港灣仔活道27號職業訓練局大樓9樓高峰進修學院。

4. 如申請人選擇以郵寄或傳真方式交回表格及課程費用，請於開課前致電2836 1906以確認本院收到有關表格及費用。

5. 除學歷頒授課程外，所有課程名額均以先到先得方法分配。任何未填妥、沒有簽署之表格，或未有附上學費的表格，本院將不會處理。

6. 在填寫此欄時，申請人必須先詳閱個別課程單張或在本院課程手冊內各課程之入學資格或有關詳情，並提供與報讀課程相關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等資料。在報讀課程
時，申請人必須向本院出示及提供相關學歷證明，就業證明及僱主推薦信的正本與副本，以作核實。

7. 申請人/學生必須細閱及遵守載列於本院課程手冊內之「課程管理指引」（指引），報讀持續專業發展課程（CPD課程）之學生也必須注意及遵守指引內的「持續專業
發展課程-學生須知」中有關 IA，SFC及MPFA時數的計算方式。申請人/學生亦可向本院辦事處索取或從本院網站下載指引。

8. 除本人之申請不獲接納或所選的課程取消/改期外，所有已繳學費恕不退還。學費及學額亦不可作任何更改（包括不可轉班）或轉讓他人。

9. 如申請人/學生曾修讀職業訓練局轄下之課程，而仍有欠款未清，即使該申請人/學生已入讀職業訓練局的其它課程，該申請人/學生仍須清繳對職業訓練局的所有
欠款。否則，該申請人/學生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所修讀的所有課程/單元的成績單、證書及相關證明將一律不予發放，直至清繳所有欠款為止。

(III)  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在本報名表填報的資料均屬正確無誤，並明白填報之資料將會在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的招生過程中作參考之用。

2. 本人授權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索取有關本人在香港或外地參加的公開考試及就讀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其中包括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及職業訓練局）提供此等
資料。

3. 本人授權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使用本人的資料查詢任何有關申請入讀該學院課程事宜及有關本人過往及現在於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就讀的資料。

4. 本人明白在註冊後，有關資料將轉作學生紀錄，高峰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可利用該等紀錄作學術或行政上之用。

5. 本人明白在申請中提供任何虛假或誤導性資料會導致即時取消入學資格，已繳費用概不會退還。

6. 本人知悉並同意高峰進修學院於本人出席CPD課程或學歷頒授課程時，查閱本人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由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所簽發的香港身份證/護照/旅
行證件、或有效的來港就讀之簽證/進入許可）以核實身份。

7. 本人明白並會儘量填寫足夠資料，否則學院不能有效地處理本人的申請。

8. 本人知悉並同意高峰進修學院以高峰進修學院的時鐘作為計算本人就該課程出席時數和所獲得的持續專業進修（CPD）/持續培訓（CPT）時數，並同意「（II）報名
須知」第7項有關 IA，SFC及MPFA時數的計算方式。

(IV)  學生知識產權政策

知識產權

1.「知識產權」指任何發現、創作、發明、設計、式樣、商標、可作商業用途的科技、數據庫使用權、機密資料、商業秘密、專有技術或任何研究方法；以及所有
相關權利，包括：專利、版權、商標、外觀設計、實用新型、其他同類保障權，不論有否在任何國家註冊該等權利；以及前述各項的應用權。知識產權創造者可獲
法律保障，享有其創作的經濟權益及控制權。

知識產權政策對學生的適用範圍

2. VTC的知識產權政策適用於所有修讀VTC或其學院/中心的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的註冊學生，不論課程是否由VTC獨立開辦、與其他伙伴機構合辦或是委託開辦，
同樣適用。

知識產權擁有權

3. 學生在學期間會運用局方的器材、設施或資源，包括但不限於繪圖、數據、草圖、檔案、實驗室、文具及消耗品，並於老師指導下，為功課及專題習作創出新意念，
因而產生知識產權，日後或有機會用作商業用途。在此情況下，學生擁有該等素材的知識產權，並給予VTC在全球各地永久免版稅的非獨家使用權。此使用權一經
給予，不得撤回，表示VTC可複製或使用（包括修改）學生在修讀課程期間，由其本人獨力或與他人合作創造之知識產權的全部或部份材料。該使用權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情況：
(a) VTC有權將知識產權的使用權再授予其他人；
(b) 展出學生的獲獎作品，供宣傳或展示之用；以及
(c) 於研討會、座談會、課堂及專業會議上引用並使用學生創作的作品。

4. 以下情況則不受上述條文所列的擁有權所規限：當學生獲外間公司及/或VTC贊助進行專題習作，則須按各方在事前簽訂的協議，決定該習作的知識產權屬該
公司/VTC抑或學生所有。此處提及的「贊助」指該公司或VTC給予的支持，可包括以現金或實物形式提供的財政資助、使用該公司或VTC的器材及設施、接觸
該公司或VTC與該習作相關的機密資料、圖則、草圖及文件。

學生的義務及承諾

5. 教學人員或學系向學生提供的筆記及課程材料僅供學生個人使用。學生不得將該等資料上載至其他伺服器，亦不得製作印刷或電子複本，供其他非註冊修讀該課程
的人士使用。未經許可，課堂期間禁止錄影或錄音。

6. 學生須確定其創作的知識產權素材並無侵犯任何屬於他人的知識產權，特別是版權、道德權利、專利或註冊外觀設計，更不得載有任何損害名譽或誹謗的內容。

7. 任何學生如發現或有理由相信知識產權材料由他人獨自或共同擁有，應立即向VTC舉報。

8. 當學生在註冊入讀VTC或其附屬機構所提供的課程時，每名學生必須同意遵守VTC公布或不時修訂的知識產權政策、規則及規例。所有學生須表示明白遵循有關
政策、規則及規例乃繼續修業及取得畢業資格的條件。違反VTC知識產權政策屬嚴重的不當行為，有關個案或會交由學生紀律委員會或相關部門處理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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