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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LTI 個人會籍
香港法律培訓學院（“HKLTI”）致力提供具啟發性的法律訓練和持續專業進修經驗，以必要的知識和技
能裝備所有參與者，以使其可獲有效及實際的應用。HKLTI 會籍推行的用意在於加強與使用本學院培
訓服務人士的溝通。

個人會籍 費用全免
成為 HKLTI 個人會員的優惠包括：

享有報讀 HKLTI 及/或指定合作機構特選課程之優惠；

按你個人所需，接收課程及活動最新資訊；

獲取特選機構提供予 HKLTI 會員之優惠。

HKLTI 個人會籍申請表格
請填妥此申請表格並電郵至 membership@hklti.hk 或傳真至+852 3007 3633.

個人資料
職銜: 博士/先生/太太/女士/小姐
姓氏: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
公司名稱:
工作性質:
本人希望獲取以下相關法律培訓的資訊： 工程法律
 商業及企業
 家庭、信託及繼承

(必須)

名字:

(必須)

傳真號碼:

(必須)

(必須)

___
___ __

職位:
 爭議解決
 人力資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土地及地產
 知識產權

聲明
在申請 HKLTI 個人會籍時，本人明白並同意以下所有事宜。如申請獲接納，本人同意遵守 HKLTI 會籍的條款、
細則及規則，而 HKLTI 可能不定期修改相關條款、細則及規則，包括 HKLTI 會員規則。本人明白並接受：(1) HKLTI 個人會籍並不是任何一項學術或專業認證/資格。HKLTI 個人會籍只限個人申請。HKLTI 享有絕對
的決定權以決定接納或拒絕本人的申請。只有在收到 HKLTI 書面確認的情況下，該 HKLTI 會籍才正式生
效。HKLTI 保留不接受任何申請的權利，對此享有全面的酌情權，並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釋。 HKLTI 保留權
利，在有需要時，更改任何條款、規則、細則及優惠/折扣，包括隨時終止任何個別會籍及/或所有會籍。在
申請及繼續成為 HKLTI 個人會員時，本人明白並同意接收 HKLTI 的優惠/折扣資訊更新及其法律培訓資訊。
(2) 所有由 HKLTI 及/或其他服務供應商提供予 HKLTI 會員之優惠、折扣等均受 HKLTI 及/或其他服務供應商
的相關條款及規則約束。HKLTI 不會承擔任何服務供應商所提供之服務/商品的提供及/或不提供及/或其他
相關事宜所產生之問題。相關服務供應商提供之服務/商品及附帶的服務/商品的義務及責任均由該個別服
務供應商獨自承擔。所有優惠/折扣只限 HKLTI 個人會員享有。所有由任何服務供應商提供之服務/商品均
不能轉讓。HKLTI 個人會員可能需要出示 HKLTI 個人會籍的電子會員卡及其他優惠碼/文件以核實身份方
可享有優惠。
(3) 此資訊用於活動登記/查詢或會籍事宜之聯繫、回覆、完成、確認、跟進、改善及數據統計。如有要求，HKLTI
或會使用其他資訊於以提供用戶資料及培訓服務中作以下一般用途：給予確認及更新聯繫；溝通及回覆用
戶；統計喜好及改善服務；通知外方人士可能感興趣的最新活動及講座；用作其他改良用戶申請過程的感受；
收集資料；防止潛在的不允許或不合法活動和其他在收集資訊的點提及的事宜。該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可在
HKLTI 網站 http://www.hklti.hk/查閱。
 本人不同意 HKLTI 使用本人上述之電郵或其他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
本人授權 HKLTI 使用本人以上資訊以通知本人任何與 HKLTI 個人會籍有關事宜。

申請人簽署:

日期:

Rm 503, Tower Two, Lippo Centre, Queensway, Admiralty, Hong Kong.
Tel.: +852 2869 6322
Fax: +852 3007 3633
Email: email@hklti.hk Web: www.hklti.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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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LTI 企業會籍
香港法律培訓學院（“HKLTI”）致力提供具啟發性的法律訓練和持續專業進修經驗，以必要的知識和技能裝備所
有參與者，以使其可獲有效及實際的應用。HKLTI 企業會籍推行的用意在於加強與使用本學院培訓服務人士的溝
通。

企業會籍 費用全免
成為 HKLTI 企業會員的優惠包括：

享有報讀 HKLTI 及/或指定合作機構特選課程之優惠；

按企業/機構所需，接收課程及活動最新資訊；

獲取特選機構提供予 HKLTI 會員之優惠。

HKLTI 企業會籍申請表格
請填妥此申請表格並電郵至 membership@hklti.hk 或傳真至+852 3007 3633.

企業/機構資料
企業/機構名稱:
業務性質:
地址:
企業/機構代表資料
代表 I

(必須)
(必須)

員工總數:

(必須)
(必須)

職銜: 博士/先生/太太/女士/小姐

姓氏:
職位:
聯絡電話:
代表 II (選填)

(必須)
(必須)
(必須)

名字:
電郵:
傳真號碼:

(必須)
(必須)

職銜: 博士/先生/太太/女士/小姐

姓氏:
職位:
聯絡電話:

(必須)
(必須)
(必須)

名字:
電郵:
傳真號碼:

(必須)
(必須)

本人希望獲取以下相關法律培訓的資訊： 工程法律
 商業及企業
 家庭、信託及繼承

 爭議解決
 人力資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土地及地產
 知識產權

聲明
在申請 HKLTI 企業會籍時，本企業/機構明白並同意以下所有事宜。如申請獲接納，本企業/機構同意遵守 HKLTI 會籍的條款、細則
及規則，而 HKLTI 可能不定期修改相關條款、細則及規則，包括 HKLTI 會員規則。本人明白並接受：(4) HKLTI 企業會籍並不是任何一項學術或專業認證/資格。 HKLTI 企業會籍只限企業/機構申請。HKLTI 享有絕對的決定權以決
定接納或拒絕本企業/機構的申請。只有在收到 HKLTI 書面確認的情況下，該 HKLTI 會籍才正式生效。HKLTI 保留不接受任何
申請的權利，對此享有全面的酌情權，並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釋。 HKLTI 保留權利，在有需要時，更改任何條款、規則、細則及
優惠/折扣，包括隨時終止任何個別會籍及/或所有會籍。於申請及繼續成為 HKLTI 企業會員時，我們確認此申請已獲得上述企
業/機構的批准，並同意 HKLTI 將更新優惠/折扣及其法律培訓資訊透過上述的代表發送致本企業/機構。本企業/機構允許並授
權 HKLTI 在學院網頁和其他平台或刊物刊登本企業/機構為 HKLTI 企業會員。
(5) 所有由 HKLTI 及/或其他服務供應商提供予 HKLTI 企業會員之優惠、折扣等均受 HKLTI 及/或其他服務供應商的相關條款及規則
約束。HKLTI 不會承擔任何服務供應商所提供之服務/商品的提供及/或不提供及/或其他相關事宜所產生之問題。相關服務供
應商提供之服務/商品及附帶的服務/商品的義務及責任均由該個別服務供應商獨自承擔。所有優惠/折扣只限 HKLTI 企業會員
享有。所有由任何服務供應商提供之服務/商品均不能轉讓。HKLTI 企業會員可能需要出示 HKLTI 企業會籍的電子會員卡及其
他優惠碼/文件以核實身份方可享有優惠。
(6)
此資訊用於活動登記/查詢或會籍事宜之聯繫、回覆、完成、確認、跟進、改善及數據統計。如有要求，HKLTI 或會使用其他資
訊於以提供用戶資料及培訓服務中作以下一般用途：給予確認及更新聯繫；溝通及回覆用戶；統計喜好及改善服務；通知外方
人士可能感興趣的最新活動及講座；用作其他改良用戶申請過程的感受；收集資料；防止潛在的不允許或不合法活動和其他在
收集資訊的點提及的事宜。該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可在 HKLTI 網站 http://www.hklti.hk/查閱。
 本企業/機構不同意 HKLTI 使用本企業/機構上述之電郵或其他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
本企業/機構授權 HKLTI 使用本企業/機構以上資訊以通知本企業/機構任何與 HKLTI 企業會籍有關事宜。

企業印章及授權人簽署:

日期:

Rm 503, Tower Two, Lippo Centre, Queensway, Admiralty, Hong Kong.
Tel.: +852 2869 6322
Fax: +852 3007 3633
Email: email@hklti.hk Web: www.hklti.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