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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檢測認證專業人員獎
申請表格

申請編號: 

只供內部填寫）

備註:

(i) 填寫本申請表格前，請參閱《申請指南》(載於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網站：hkctc.gov.hk/tc/mpaward)。
(ii) 請於適用的方格內劃上✔ 號，否則留空。
(iii) 第I至第IV部分需由獲提名的檢測認證從業員填寫，而第V至第VII部分及第IX部分則由作出提名的檢測認證機構

填寫。
(iv) 請於2021年8月31日下午6時或之前，把填妥的申請表格及相關的證明文件，以郵寄、傳真、電郵方式或親身交

回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詳情如下：

地址： 香港黃竹坑業勤街23號The Hub 8樓801-04室
傳真號碼： 3691 8655
電郵地址： mpaward@hkctc.gov.hk

第I部分 － 獲提名檢測認證從業員的資料

稱謂： 先生 女士 小姐 太太 博士 其他(請註明)：

姓名(中文)：

(英文)： 

公司/機構： 

職位：_

通訊地址：_

電話(直線)： 電郵地址：_

第II部分 － 獲提名檢測認證從業員的職業概況

1.投身檢測和認證業的年份：

2.投身檢測和認證業後的工作履歷： 
(請按日期先後次序列出資料，即最近期的職位應列於最後。)

時間(月/年) 聘用模式
(全職/兼職或自僱) 公司/機構名稱 職位 工作性質

由 至

https://hkctc.gov.hk/tc/mp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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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部分 － 獲提名檢測認證從業員的職業概況

聘用模式
(全職/兼職或自僱) 公司/機構名稱 職位 工作性質

時間(月/年)

由 至

(續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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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I部分 － 獲提名檢測認證從業員的學歷和資格

1.通過教育和培訓取得的資格： 
(請按日期先後次序列出資料，即最近期取得的資格應列於最後。)

課程名稱 頒授院校/機構 取得學歷的日期(月/年)

2.專業資格(如適用)：

專業資格的名稱 頒授院校/機構 取得資格的日期(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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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I部分 － 獲提名檢測認證從業員的學歷和資格

3.取得的其他資格或參加的其他學習活動(例如出席國際會議等)(如適用)：

資格/學習活動 頒授院校/機構/
學習活動的舉辦機構 日期(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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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V部分 － 獲提名的檢測認證從業員的聲明

在提交本申請表格的同時，本人現同意並聲明：

1.本人已詳細閱讀並明白「2021-22年度檢測認證人力發展嘉許計劃」的詳情及當中的「規則和免責聲明」。 本人同意接
受及遵從「規則和免責聲明」所載的規則。

2.本申請表格第I至第III部分提供的各項資料及與本申請有關而提交的文件(包括按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的要求提供的
所有補充資料及文件)均屬真實、完整及準確。

3.我同意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有獨有及絕對酌情權，決定證明文件是否可靠和充分。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在評
審此申請時，如有需要，或會但並無責任務必聯絡本人釐清問題及要求提供補充資料。

4.本人承諾會在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發出的書面要求規定的時限內，作出釐清或提供補充資料。

5.得獎結果將由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公布和刊登。

6.本人同意讓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其秘書處及評審小組使用本申請表格提供的資料，以作評審、處理、公布和推廣
「2021-22年度檢測認證人力發展嘉許計劃」。

簽署

獲提名的檢測認證從業員姓名：

獲提名的檢測認證從業員簽署：

日期：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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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部分 － 作出提名的檢測認證機構的一般資料

1.作出提名的檢測認證機構的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_

(英文):_

2.認可資格：(如有關檢測認證機構的認可資格是由香港認可處以外的認可機構發出，請提供相關認可證書副本)：

獲香港認可處認可(請註明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香港認證機構認可計劃/香港檢驗機構認可計劃的註冊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其他認可機構認可(請註明相關認可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VI部分 － 提名資料

1. 現謹提名檢測認證從業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獎項的以下組別：
(只可剔選✔其中一個方格)

初級專業人員

中級管理人員

2(a). 上述檢測認證從業員獲提名參加「卓越檢測認證專業人員獎」的原因為：
(只可剔選✔其中一個方格)

投身檢測和認證業後致力取得新技能、能力及相關學術和專業資格，以持續進修和追求專業發展；

在提升本公司/機構的服務質素或生產力方面(例如透過創新及/或採用新科技)所作的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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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部分 － 提名資料

2(b). 請在以下空格詳述獲提名的檢測認證從業員所作的努力/貢獻。
(請以一千字內書寫，並按適當情況提供修業成績表、證書、學業證明書、信件和正式紀錄副本等證明文件。)



第VII部分 – 作出提名的檢測認證機構的聲明

在本申請表格上簽署的同時，本公司/機構現同意並聲明：

1.我們已詳細閱讀並明白「2021-22年度檢測認證人力發展嘉許計劃」的詳情及當中的「規則和免責聲明」。 我們同意接
受及遵從「規則和免責聲明」所載的規則。

2.獲提名參加「卓越檢測認證專業人員獎」的檢測認證從業員：
(i) 受僱於本公司/機構已一年或以上；以及 
(ii) 於香港工作並主要負責進行測試、校正、檢驗及/或認證服務。

3.本申請表格第V及第VI部分提供的資料(包括按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的要求提供的所有補充資料及文件)均屬真實、
完整及準確。

4.我們同意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有獨有及絕對酌情權，決定證明文件是否可靠和充分。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或
會但並無責任務必聯絡我們釐清問題及要求提供補充資料。我們承諾會在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發出的書面要求所
規定的時限內，作出釐清或提供補充資料；未能在時限內作出釐清或提供資料，申請將不獲進一步考慮。

5.本申請表格的簽署人員已獲作出提名的檢測認證機構正式授權提交本申請，並代其進行與申請有關及引起的事宜。

6.得獎結果將由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公布和刊登。

7.我們同意讓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其秘書處及評審小組使用本申請表格提供的資料，以作評審、處理、公布和推廣
「2021-22年度檢測認證人力發展嘉許計劃」。

第VIII部分 –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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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收集個人資料聲明與本申請提供的個人資料有關。獲提名的檢測認證從業員及/或作出提名的檢測認證機構有責任提
供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個別人士的全名、電話號碼、通訊地址、電郵地址、職業概況、學歷和資格)；未能提供有關
個人資料或會導致申請無效、不獲接納及/或被取消資格。

收集資料的目的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其秘書處及評審小組將使用本申請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作下列一項或多項用途︰

1.處理你就「2021-22年度檢測認證人力發展嘉許計劃」提交的申請，以及接收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提供的資料；以及

2.供作法例規定、授權或准許的其他合法用途。

披露個人資料

收集所得的資料或會向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其秘書處及評審小組披露，已作審批和核實用途。

查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第18及第22條和附表1第6原則，你有權查閱和改正個人資料。你的查閱權利
包括在繳交有關費用後，索取你在本申請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

有關查詢經申請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和改正，請與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秘書處行政主任(檢測和認證)1聯絡︰

地址： 香港黃竹坑業勤街23號The Hub 8樓801-04室
傳真號碼： 3691 8655
電郵地址： mpaward@hkctc.gov.hk



第IX部分 – 聯絡資料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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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本表格代表你的公司/機構同意受上述條款約束。

聯絡人 (就「2021-22年度檢測認證人力發展嘉許計劃」各項相關事宜聯絡。)

稱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女士 小姐 太太 博士

姓名：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出提名的檢測認證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

X

簽署 (本部分必須由管理人員簽署，並蓋上作出提名的檢測認證機構的印章作實；否則申請將不獲處理。)

簽署人員的姓名：

職位：

作出提名的檢測認證機構名稱：

簽署並蓋上公司印章：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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