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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導遊核證制度
導遊持續專業進修計劃
專業操守專題講座
(2021 年 4-5 月)
(I)

講座時間表
講座編號

(II)

日期

時間

主題

CPD202110
(滿額)

16-04-2021 (五) 2:30 - 5:30 pm

(一) 前線導遊應具備的專業條件
(二) 個案研習和討論總結

CPD202112
(滿額)

06-05-2021 (四) 2:30 - 5:30 pm

(一) 前線導遊應具備的專業條件
(二) 個案研習和討論總結

講座詳情
a) 對象 ： 需要進行持續專業進修的導遊 (是次講座優先給予導遊證有效期或導
遊證續證的兩年期限將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屆滿的人士)
b) 地點 ： 香港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8 樓 1809 室
c) 費用 ： 每位 HK$50
d) 語言 ： 廣東話 (不諳廣東話人士請致電 2807 1199 另作安排)

(III)

報名辦法
a)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一張銀碼為港幣五十元正的劃線支票，郵寄或親身交回議會
辦事處。 支票抬頭請註明為「香港旅遊業議會」
，親臨議會遞交者可以現金支付，
請勿郵寄現金。

b)

成功報名者將會獲發收據，以資確認。報名一經被接納，款項恕不退還。

c)

郵寄申請者如於投寄後的七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收據或任何通知，請於辦公時間
內致電 2807-1199 向議會行業培訓部查詢。

d)

是次講座優先給予導遊證有效期或導遊證續證的兩年期限將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
屆滿的人士，議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e)

恕不接納傳真或電話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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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V)

(V)

(VI)

P.2

參加者如因病或公事缺席，必須在三個工作天內出示由認可註冊醫生於講座當天
簽發的證明信，或於至少一個工作天前以書面通知議會行業培訓部，方可獲免費
安排參加下一場講座，否則必須重新報名及繳交費用，才可參加下次的講座活動。

注意事項
a)

參加者出席是次講座後，即表示完成「導遊持續專業進修計劃」的三項要求之一：
「專業操守」專題講座或工作坊。

b)

參加者必須攜帶「導遊證」或香港身份證出席講座，以作確認身份及登記之用。

c)

工作人員於參加者每次進出會場時均會登記時間，離開會場（包括遲到及早退）
超過二十分鐘者，將當缺席論。

d)

本會嚴禁代人簽到的行為，如被發現，有關人士均會被取消該次講座之出席資格，
所繳費用亦不會退回。

e)

參加者須準時出席講座及避免中途離場。為免妨礙他人，會場內嚴禁使用手提電
話，並請參加者將手提電話及設有響鬧裝置的電子產品關上。

颱風及黑色暴雨警告下之安排
a)

若三號熱帶氣旋或黃／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講座將照常舉行。

b)

當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或發出有關預警，當天的講座活
動將予取消及另行安排。

c)

於講座舉行期間，如突然懸掛八號風球或以上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或發出有關
預警，有關活動將會繼續進行。

d)

若天文台於講座開始前的三小時取消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取
消有關預警，講座活動將如期舉行。

資料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807-1199 向議會行業培訓部查詢。
議會辦公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五時三十分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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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核證制度
導遊持續專業進修計劃
專題講座報名表格
登記費 Registration. fee:

Tourist Guide Accreditation System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eme for Tourist Guides
Specialized Seminar Enrolment Form

HK$50.-

□ 現金 Cash／□ 支票號碼 Cheque No.:

收據編號 Receip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議會職員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姓名 Full name

(英文 In English)

(中文 In Chinese)

香港身份證號碼 HKID card no.

導遊證編號

Tourist Guide Pass no.

導遊證有效期至 Pass valid until

手機號碼

Mobile phone no.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講座編號

Code of seminar

□ CPD202110
16-04-2021 (星期五 FRI)
2:30 – 5:30 pm (滿額)
□ CPD202112
06-05-2021 (星期四 THU) 2:30 – 5:30 pm (滿額)

聲明書 Declaration：
1. 本人(申請人) 明白並同意報名一經被接納，將不獲退還有關款項。
I, the applicant,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no refund will be arranged once this appl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2. 本人同意遵從有關上述活動的所有規定，並明白離開會場（包括遲到及早退）超過二十分鐘者，將當缺席論。
I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above function and understand that having left the venue for over
20 minutes (including lateness and early leave) will be regarded as being absent.
3. 本人同意議會以任何形式 (包括手機短訊、電郵、傳真及郵寄等) 向本人發放議會資訊。
I agree to receive information from the TIC by any means (including SMS, email, fax, post, etc.).
4. 本人證明以上所填資料正確無誤。如本人之聲明有何失實之處，貴會有權取消本人之申請資格。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form is true and correct. The TIC has the right to disqualify me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with the statements that I have made.

申請人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