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會員資格：凡香港教育學院之全日制學生全日制學生全日制學生全日制學生均可成為本會之學生會員學生會員學生會員學生會員。 

學生會員權利：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並享受會員福利。 

費用：全免         

會籍有效期：在香港教育學院修讀期間 

 
(1) 以電郵的方式輸入以下資料，擲回 hkiedaa2007@yahoo.com.hk ；或 

(2) 以郵寄方式：寄至「大埔露屏路十號香港教育學院 CP-02B 校友室」。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M / F 

修讀課程：  

選修科：  預計畢業年份：  

 

聯絡方法聯絡方法聯絡方法聯絡方法：：：：    

手提號碼：  住宅電話：  

電子郵址：    

FACEBOOK:  Instagram：  

通訊地址(英文)：  

公司/學校名稱：  

工作地址(英文)：  

專長及技能：  

 

請以�號表示 

(     ) 本人願意 / 不願意 成為 駐校幹事，參與校友會的工作，協助推行活動 

(如 �此項，本會將有專人與你聯絡。) 

查詢：可聯絡區永佳副主席 9225-0276 / 賴長山副主席 9853-3378  

或電郵至 hkiedaa2007@yahoo.com.hk。 

本會網址：http://www.alumni.ied.edu.hk/hkiedaa/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本會及香港教育學院校友及拓展事務處（本處）會將您的個人資料依照「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的有關條文處理及保密。本處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僅作本處聯絡及發展校友事務之用途，並可

能在有需要時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予香港教育學院相關的人員和單位（包括學院、學系、部門

等），用作行政、傳訊、募捐及其他相關用途。如非獲得您的同意或應法令要求，本處將不會把

您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任何外界單位。如需查詢╱更改您的個人資料，請提供您的姓名、聯絡方法、

畢業年 份及就 讀學 科 （如適 用）予 校友 及 拓展事 務處 (電話 ：(852)2948-6049/6069 電 郵：

aado@ied.edu.hk 傳真: (852)2948-8466)。倘若您希望停止接收我們全部或個別類別的資訊，請於下

方表達您的意願，或透過以上途徑直接通知本處。你可透過上述聯繫方式，隨時向我們提出停用

你的個人資料，並拒收所有或部份訊息的要求。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lumni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Office (HKIEd AADO) will 

ensure that the data provided by you are treated and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he data provided by you are solely for HKIEd AADO 

on communication, alumni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purposes, and may be shared with the appropriate parties 

and personnel of or in relation to the Institute (including its internal departments and constituent units) for 

administration, communication, fundraising and other related purposes. HKIEd AADO will not disclos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any external partie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or with your prior consent or it is 

required to do so by law. If you want to have access to or change your personal data, please send your full 

name, contact method, graduation year and graduation field (if appropriate) to HKIEd AADO (Tel: 

(852)2948-6049/6069 Email: aado@ied.edu.hk Fax: (852)2948-8466).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our 

information, please show your preference below or contact HKIEd AADO via the above channels directly. 

You may at any time make an opt-out request to AADO of not receiving all or any specific communication 

material from HKIEd AADO by sending us a written request.  

  

    本人不同意個人資料供 貴處作發放資訊或推廣之用。 I do not agree that my personal data to be 

used by HKIEd AADO fo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r promotional purposes. 

  

  

  

姓名 Name _________                                       簽署 Signature  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