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 Gracious Ark Limited 恩典號有限公司
Tel: (852)3188 3679

Fax: (852) 3753 0030 Email: jc.graciousark@yahoo.com.hk

Website: www.winphonics.com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78 號森基商業大廈 5 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vate & Confidential 私隠保密 Office use only

Teacher’s code: ____________
入讀年/月份:_____________
**計劃
**計劃在香
計劃在香港
在香港或澳門任
澳門任教之人士報讀*
人士報讀**

入讀申請表
Perso
Personal Inf
Information 個人資料

(請根據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填寫姓名)

姓名: ______________（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供別人稱呼的名稱)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家) 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就讀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行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有)

出生年份: ________年
性別：男/女
國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 ___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其他________ 子女數目/年紀(如有):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請以英文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信仰: __________ 受浸年份: _______ 教會事奉崗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從哪裏得知此本課程/取得課程簡介：____________(如舊生/朋友推介,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請由最近的情況開始填寫）
教育程度
單位／學校名稱

中學
大專
學士
專業資格／學歷

工作經驗（請先填寫教學相關經驗
教學相關經驗，並由最近的情況開始填寫）
工作經驗
教學相關經驗
單位／學校名稱
職位／職務

碩士或以上
起止年份

服務對象

起止年份

Language Profic
ficiency 語言能力
(please √)

Excellent極好
Excellent極好

Good好
Good好

Average一般
Average一般

Fair劣
Fair劣

Spoke
poken English 會話英語

□

□

□

□

Canton
ntonese
ese 廣東話

□

□

□

□

其他：
其他：____________

□

□

□

□

有興趣任教對象
有興趣任教對象:
任教對象:

(可選多項, 請填 1-10，1 為首選，可選多項)

□K1或以下(2-3歲)

□K2-K3(4-5歲)

□初小

□高小

□婦女/家長

□中學

□成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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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訓守則及須知
培訓守則及須知：
及須知：
1) 學員已詳細閱讀「課程簡介」，明白及認同本培訓之教學理念及目標。
2) 錄音及攝錄：
錄音及攝錄：課堂進行期間，本機構可能安排錄音、攝影或錄影，版權歸「JC Gracious Ark Ltd
恩典號有限公司」
，以作日後培訓或宣傳用途。如閣下不同意有關安排，必須於報讀時提出。未
經本機構書面許可，學員請勿於實體課堂中私下進行錄音、攝影或錄影。本機構謝絕旁聽。
3) 補課安排：
補課安排：實體課出席率 100%，如學員因事未能出席全部實體課堂，必須先經本機構批准，
才可以作出特別安排，需另繳交行政費$100/節。
4) 頒發證書:
頒發證書 學員完成各級課程之修畢要求，本機構會於 1 個月內以電郵方式發出電子版證書。
5) 尊重版權：
尊重版權
5.1 「WIN Phonics」之商標及所有圖文內容均受國際及地區版權法例保障。WIN Phonics 課
程內之動作、歌曲、教具及學生課本之版權歸「JC Gracious Ark Ltd 恩典號有限公司」，只限
於教授 WIN Phonics 課程時使用。為確保課程之教學質素，學員承諾尊重 WIN Phonics 教材
及課程之版權，不自行翻印或修改 WIN Phonics 課程或教材之任何內容。
5.2 在學員登入觀看或下載網上課程，即同意承諾尊重 WIN Phonics 教材及課程版權，不得
以任何形式私下給非本課程學員使用。如學員在下載限期以外要求下載資料，本機構會另外收
取行政費$100 元。
5.3 未經本機構之書面許可，學員在受訓或任教期間，不可同時任教其他機構或品牌之
Phonics 課程，不可參與其他機構或品牌或任何 Phonics 教材之編寫工作。
6) 合辦/教授課程
WIN Phonics 課程，請先與
合辦 教授課程：如有意使用本課程，與其他機構商討合辦或教授
教授課程
本機構聯絡，以進一步商討有關安排，並與本機構簽訂合作協議。
7) 任教課程資格
任教課程資格：
資格：一般為期 2 年，持續任教的導師，其資格將自動延續。為確保導師任教本課程
之質素，本機構將提供持續的支援(包括網上教學資源庫，供任教中之導師使用)。導師必須與
本機構保持聯繫，以便獲悉有關教學的最新資訊(包括課程內容、教材等)。如導師已超過 2 年
沒有參與 WIN Phonics 之教學工作，請先與本機構聯絡，以便更新其任教課程的資格，屆時可
能按情況建議補課、補購教材、觀課等安排，方可重新參與 WIN Phonics 之教學工作。
8) 本機構保留甄選學員之權利，決定是否接受入學申請。(繳費前，請確保申請已獲接納。)
註：報名核實後，將以電話/Whatsapp 確認。如在報名一星期內，尚未收到通知，請致電 3188 3679
或 Whatsapp 63796082 查詢。
9) 所有缺席，已繳費用概不退還及不設補課安排。若因天氣或其他因素影響而未能如期進行課程，
或報讀人數過多或不足，將可能重組班、延期或取消開班。若課程取消，學員將獲退還學費。
聲明: 本人已詳細閱讀、明白並承諾遵守以上「培訓守則及須知」。本人在本表格所提供之資料
均為正確及本人所知的全部，並明白有關資料只供「JC Gracious Ark Ltd 恩典號有限公司」內部
使用。
報讀原因 / 服侍方向 (請簡單分享未來打算如何使用本課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私隠 - 閣下之個人資料只用於之課程及服務之發展及推廣；若有關個人資料查詢，亦請聯絡本機構。
「JC Gracious
Ark Ltd 恩典號有限公司」保留修改本服務各項細則之權利。

墳妥後, 請 WhatsApp 至 6379 6082 或 電郵 至 jc.graciousark@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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