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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LTI 个人会籍 
香港法律培训学院（“HKLTI”）致力提供具启发性的法律训练和持续专业进修经验，以必要的知识和技

能装备所有参与者，以使其可获有效及实际的应用。HKLTI 会籍推行的用意在于加强与使用本学院培

训服务人士的沟通。  
 

个人会籍 费用全免 
 

成为 HKLTI 个人会员的优惠包括： 

 享有报读 HKLTI 及/或指定合作机构特选课程之优惠； 

 按你个人所需，接收课程及活动最新信息； 

 获取特选机构提供予 HKLTI 会员之优惠。 
 

HKLTI 个人会籍申请表格 
请填妥此申请表格并电邮至 membership@hklti.hk 或传真至+852 3007 3633. 

 

个人资料 

职衔: 博士/先生/太太/女士/小姐 

姓氏:                            (必须) 名字:                                           (必须) 

联络地址                                                                                  

联络电话:                        (必须) 传真号码:                                                               

电邮:                                                                                 (必须) 

公司名称:                                                                           _ _ _  

工作性质:                              职位:                                       ___ __  
 
本人希望获取以下相关法律培训的信息：- 

 工程法律   争议解决   土地及地产  

 商业及企业   人力资源   知识产权 

 家庭、信托及继承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声明 

在申请 HKLTI 个人会籍时，本人明白并同意以下所有事宜。如申请获接纳，本人同意遵守 HKLTI 会籍的条款、

细则及规则，而 HKLTI 可能不定期修改相关条款、细则及规则，包括 HKLTI 会员规则。本人明白并接受：- 

(1) HKLTI 个人会籍并不是任何一项学术或专业认证/资格。HKLTI 个人会籍只限个人申请。HKLTI 享有绝对

的决定权以决定接纳或拒绝本人的申请。只有在收到 HKLTI 书面确认的情况下，该 HKLTI 会籍才正式生

效。HKLTI 保留不接受任何申请的权利，对此享有全面的酌情权，并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释。 HKLTI 保留权

利，在有需要时，更改任何条款、规则、细则及优惠/折扣，包括随时终止任何个别会籍及/或所有会籍。在

申请及继续成为HKLTI个人会员时，本人明白并同意接收HKLTI的优惠/折扣信息更新及其法律培训信息。   

(2) 所有由 HKLTI 及/或其他服务供货商提供予 HKLTI 会员之优惠、折扣等均受 HKLTI 及/或其他服务供货商

的相关条款及规则约束。HKLTI 不会承担任何服务供货商所提供之服务/商品的提供及/或不提供及/或其他

相关事宜所产生之问题。相关服务供货商提供之服务/商品及附带的服务/商品的义务及责任均由该个别服

务供货商独自承担。所有优惠/折扣只限 HKLTI 个人会员享有。所有由任何服务供货商提供之服务/商品均

不能转让。HKLTI 个人会员可能需要出示 HKLTI 个人会籍的电子会员卡及其他优惠码/文件以核实身份方

可享有优惠。 

(3) 此信息用于活动登记/查询或会籍事宜之联系、回复、完成、确认、跟进、改善及数据统计。如有要求，HKLTI

或会使用其他信息于以提供用户数据及培训服务中作以下一般用途：给予确认及更新联系；沟通及回复用

户；统计喜好及改善服务；通知外方人士可能感兴趣的最新活动及讲座；用作其他改良用户申请过程的感受；

收集资料；防止潜在的不允许或不合法活动和其他在收集信息的点提及的事宜。该个人资料私隐政策可在

HKLTI 网站 http://www.hklti.hk/查阅。 
 

  本人不同意 HKLTI 使用本人上述之电邮或其他数据作直接促销用途。 

本人授权 HKLTI 使用本人以上信息以通知本人任何与 HKLTI 个人会籍有关事宜。 
 
 

申请人签署:                                 日期:                                            

For Internal Use 
Ver.: 201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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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LTI 企业会籍 
香港法律培训学院（“HKLTI”）致力提供具启发性的法律训练和持续专业进修经验，以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装备所

有参与者，以使其可获有效及实际的应用。HKLTI 企业会籍推行的用意在于加强与使用本学院培训服务人士的沟

通。  
 

企业会籍 费用全免 
 

成为 HKLTI 企业会员的优惠包括： 

 享有报读 HKLTI 及/或指定合作机构特选课程之优惠； 

 按企业/机构所需，接收课程及活动最新信息； 

 获取特选机构提供予 HKLTI 会员之优惠。 
 

HKLTI 企业会籍申请表格 
请填妥此申请表格并电邮至 membership@hklti.hk 或传真至+852 3007 3633. 

 

企业/机构资料 

企业/机构名称:                                                                            (必须) 

业务性质:                                 (必须) 员工总数:                                   (必须) 

地址:                                                                                     (必须)  

企业/机构代表资料 

代表 I 

职衔: 博士/先生/太太/女士/小姐 

姓氏:                                     (必须) 名字:                                      (必须) 

职位:                                     (必须) 电邮:                                       (必须) 

联络电话:                                 (必须) 传真号码:                                      

代表 II  (选填) 

职衔: 博士/先生/太太/女士/小姐 

姓氏:                                     (必须) 名字:                                      (必须) 

职位:                                     (必须) 电邮:                                       (必须) 

联络电话:                                 (必须) 传真号码:                                      
 

本人希望获取以下相关法律培训的信息：- 

 工程法律   争议解决   土地及地产  

 商业及企业   人力资源   知识产权 

 家庭、信托及继承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声明 

在申请 HKLTI 企业会籍时，本企业/机构明白并同意以下所有事宜。如申请获接纳，本企业/机构同意遵守 HKLTI 会籍的条款、细则

及规则，而 HKLTI 可能不定期修改相关条款、细则及规则，包括 HKLTI 会员规则。本人明白并接受：- 

(4) HKLTI 企业会籍并不是任何一项学术或专业认证/资格。 HKLTI 企业会籍只限企业/机构申请。HKLTI 享有绝对的决定权以决

定接纳或拒绝本企业/机构的申请。只有在收到 HKLTI 书面确认的情况下，该 HKLTI 会籍才正式生效。HKLTI 保留不接受任何

申请的权利，对此享有全面的酌情权，并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释。 HKLTI 保留权利，在有需要时，更改任何条款、规则、细则及

优惠/折扣，包括随时终止任何个别会籍及/或所有会籍。于申请及继续成为 HKLTI 企业会员时，我们确认此申请已获得上述企

业/机构的批准，并同意 HKLTI 将更新优惠/折扣及其法律培训信息透过上述的代表发送致本企业/机构。本企业/机构允许并授

权 HKLTI 在学院网页和其他平台或刊物刊登本企业/机构为 HKLTI 企业会员。 

(5) 所有由 HKLTI 及/或其他服务供货商提供予 HKLTI 企业会员之优惠、折扣等均受 HKLTI 及/或其他服务供货商的相关条款及规则

约束。HKLTI 不会承担任何服务供货商所提供之服务/商品的提供及/或不提供及/或其他相关事宜所产生之问题。相关服务供

货商提供之服务/商品及附带的服务/商品的义务及责任均由该个别服务供货商独自承担。所有优惠/折扣只限 HKLTI 企业会员

享有。所有由任何服务供货商提供之服务/商品均不能转让。HKLTI 企业会员可能需要出示 HKLTI 企业会籍的电子会员卡及其

他优惠码/文件以核实身份方可享有优惠。 

(6) 此信息用于活动登记/查询或会籍事宜之联系、回复、完成、确认、跟进、改善及数据统计。如有要求，HKLTI 或会使用其他信

息于以提供用户数据及培训服务中作以下一般用途：给予确认及更新联系；沟通及回复用户；统计喜好及改善服务；通知外方

人士可能感兴趣的最新活动及讲座；用作其他改良用户申请过程的感受；收集资料；防止潜在的不允许或不合法活动和其他在

收集信息的点提及的事宜。该个人资料私隐政策可在 HKLTI 网站 http://www.hklti.hk/查阅。 
 

  本企业/机构不同意 HKLTI 使用本企业/机构上述之电邮或其他数据作直接促销用途。 

本企业/机构授权 HKLTI 使用本企业/机构以上信息以通知本企业/机构任何与 HKLTI 企业会籍有关事宜。 

 

企业印章及授权人签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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