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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度身订造课程」- 雇主申办表 

致：行业服务组（电邮：dragon@erb.org）

(一) 雇主资料 
1. 公司名称

2. 所属行业

3.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主要联络人

姓名 小姐/女士/先生     职位

电话 电邮

5. 其他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姐/女士/先生      职位

电话 电邮 

6. 公司网址

(二) 空缺资料表 （見第 3 頁） 

(三) 公司声明  

1. 本公司声明提交的资料与有关职位相关并有理可据，且没有违反《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

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或《种族歧视条例》。本公司明白，若明知而作出或罔顾实

情地作出上述陈述，而该陈述在要项上属虚假或有误导性，即属违法及可被检控罚款；

2. 本公司保证受聘于此职位空缺的人士为直接雇员，会为雇员购买劳工保险及加入注册强积金计

划 (如适用)，并受《雇佣条例》保障；

3. 本公司保证会按照《最低工资条例》的规定，就任何工资期支付不少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工

资予受聘于此职位空缺并受《最低工资条例》涵盖的人士；

4. 本公司保证会根据《雇员补偿条例》的规定，为受聘于此职位空缺的人士投购工伤补偿保险，

以承担在《雇员补偿条例》及普通法方面的工伤补偿责任；

5. 如本公司销售的投资产品受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证券及期货条例》所规

管，本公司保证为证监会合法的持牌人/注册机构 (如适用)；

6. 本公司声明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名目，无论是提供服务、售卖货物、介绍其他服务、作出金钱保

证等，试图获取求职人士的金钱或其他利益；

7. 本公司保证按照《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规定，于收集及转移求职人士/学员的个人资料，以及

让求职人士/学员查阅个人资料；

8. 本公司同意本局及/或委任的机构可使用联络人的资料，以作服务转介、统计或意见调查等相关

用途。

(四) 所需服务  
本公司清楚明白上述公司声明的内容，现向再培训局申办课时不多于 120 小时的 「度身订 

造课程」，并明白再培训局有权接纳或拒绝申请。倘申请获接纳，本公司建议开办课程的培 

训机构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并明白再培训局保留最终审批权。

附件



公司代表签署： 公司盖章： 

公司代表姓名：

2 2021 年 6 月 

 职位： 

日期： 



3 2021 年 6 月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 

 ______________   

  

： 

「度身订造课程」- 空缺资料表

1. 职位名称

2. 空缺数目

3. 工作形式 □长工 □临时工：由 _______________ 至  _

4. 工作性质 □全职 □兼职：工作天/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工作地点

6. 工作时间
每周工作：   ________________天 

□ 固定时间：星期____ 至____，上/下午_____：_____ – 上/下午_____：______ ；

  及 / 或  星期_____，上/下午______：______ – 上/下午______：______ 

□ 需轮班工作：轮班时间  上/下午_____：_____ – 上/下午_____：_____

每天工作 小时，包括：用膳时间

休息时间

小时，有薪/无薪；

             小时，有薪/无薪

7. 休息日安排 □ 固定休息日  ： 休息日为每周星期 ___________________

□ 不固定休息日（轮休）

8. 工资 每月总工作时数 _________ 小时   每月工资 $ _

每小时工资$_______________每月平均收入港币$    .，包括：

基本工资 ： 港币$ ，请注明 

津贴 ： 港币$ ，请注明

，请注明奖金/佣金 ： 港币$ 

其他收入 ： 港币$ ，请注明

9. 福利  双粮  医疗  年假     日  花红   强积金  

 试用期满加薪  劳工假  银行假 

 其他 _

10. 入职要求
学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验： 

技能 （请注明技能要求水平 良好， 一般，  简单 ） 

语言：会话： 广东话 __  英语  普通话  其他 ____________ 

读写： 中文  英文  其他 

电脑软件：   文书处理  试算表  其他

打字：       英文 (       每分钟字数)        中文 (    每分钟字数) 

其他要求

11. 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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