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mber會員/ Affiliated Member附屬會員入會申請表格 

會員類別MEMBERSHIP TYPE: Dues are for January 1 through December 31 and cannot be pro-rated for any portion of the year. 

Dues are non-transferable and non-refundable   

基本會員 $100       專業會員HK$800.00 (10年)       顧問會員HK$__________(請加上號) 
Normal Member $100   Pro Member HK$800.00 (10years)   Adv Member HK$______(Please tickbox) 
 
個人資料Personal Information: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姓別 

Sex 
 

身份証編號 

HKID No. 
(首4字包括英文字母) 

出生日期(D/M/Y) 

Date of Birth 
 

急救証書到期日  

First-Aid Expired 
 

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No. 
 

家居/公司電話 
Home/Office Tel. No. 

 
職業 Job 

Occupation 
 

電郵地址E-mail address  

住址 

Home address 
 

嗜好/興趣 

Hobby 
 

學歷 

Education 
 

 
專業資歷 

Cert 
 

樹藝資歷 (請附上文件) 

Arbor Skill (W/DOC) 
 

一、二級 三、四級 五級 助教 教練 空中拯救 流纜 風險評估 鏈鋸 
其

他: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資料 Emergency Contact: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No. 
 

家居電話 
Home Telephone No. 

 

電郵地址E-mail address  

備註:閣下日後是否願意收到本會所發之電郵會員通訊?   願意 不願意(請在適當方格內加號) 

免責聲明 

本人希望成為樹木拓展學會會員並願意遵守樹木拓展學會會章、規則，並且本人絕對同意放棄向樹木拓展學
會及其職員追討任何賠償有關參與樹木拓展學會之一切活動而引起之任何損失。 

Declaration 

I wish to apply for individual membership and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rules of Pro Tree Development 
Ltd, I agree to waive absolutely any claim against the Pro Tree Development Ltd or her staff for any death, injury, 
damage or loss, sustained in any of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 Signature 
 填表日期 

Date 
 

個人資料的說明NOTES ABOUT PERSONAL DATA 

本人/我們明白並同意樹木拓展學會及其授權的人仕及單位，有權使用以上提供的資料，作為進行本人/我們申
請為樹木拓展學會會員及証書用途。I/We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Pro Tree Development Ltd and authorized persons to process my application to join in as a member / members or compilation 

of certificates. (Rev. 2013)  
 
請填妥表格連同會費銀行收條，電郵到 cert@protreehk.com   
本會 HSBC 銀行帳號: 848-559274-838“Pro Tree Development Ltd” 
Return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with bank-in slip Mail to Unit 1104A, 11/F, Kai Tak Commercial Building, 317-319 Des 
Voeux Rd. Central, H.K  or by e-mail to cert@protreehk.com  Our Hong Kong Bank Account is 848-559274-838“Pro Tree 
Development Ltd”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員編號M / A 

 

mailto:cert@protreehk.com
mailto:cert@protreehk.com


 

2018 年 1 月修訂 

樹 木 拓 展 學 會 有 限 公 司  

課程及活動報名表格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編號：   

職業：  非會員加✓:  

住址：  

 

身份証號碼： (首 4 字包括英文字母) 年齡：  性別：  

電郵：                                                   (請以正楷填寫) 

手提電話：  課程 / 活動日

期： 

 

緊急聯絡人： 姓名：                       手提電話： 

急救証書： 編號 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讀課程： 

 

攀爬課程:  □ 一級   □ 二級   □三級 □ 四級 □CTW 試前預備班 

□樹上空中拯救   □樹的 SRT   □鍊鋸安全操作   □流纜 Rigging 

□繩眼編織   □樹藝師培訓課程         □攀樹師培訓課程 

教練培訓   □一級     □二級   □三級   □場地導師  

康樂攀爬 :  □半天   □一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複修課程 攀爬課程  □三級  □ 四級  □樹上拯救     □鍊鋸安全操作 

教練培訓  □一級  □二級   □三級         □場地導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持有之樹藝

專業資格： 

攀爬課程:    □ 一級    □ 二級         □三級      □ 四級  

□樹上空中拯救   □樹的 SRT     □鍊鋸安全操作  □流纜 Rigging 

攀樹教練    □一級     □二級     □三級      □場地導師 

□樹藝師    □攀樹師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費用 :  港幣 :  

報名及交費方

法 : 

先把款項存入本會 HSBC 銀行賬號: 848-559274-838 “Pro Tree Development 

Limited”然後在銀行存根上寫上姓名、聯絡電話、人數，電郵

至 training@protreehk.com,  本會收到貴電郵後將會回答及通知作實。 

查詢電話 : 6625 1313 

聲明： 本人已細閱本表的下述條款，並同意所有有關細節，並無異議。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專用欄：表格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批核：Y / N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funday@protreehk.com


 

2018 年 1 月修訂 

 

樹 木 拓 展 學 會 有 限 公 司  

課程及活動報名表格 

 

注意事項： 
1.  如因天氣、場地或其他因素影響，以上的活動會因應當時情況而另作安排。一切費用，槪不退

還。 

2.  如參加本會活動的人仕，其身體狀況無法適應是項活動、不聽指示或嚴重違反安全守則，本會

有權終止該人仕繼續參與本會任何活動。一切費用，槪不退還。 

3.  本會擁有對所有本會活動條例和詳情的解釋權，所有參與人仕必須完全遵守。 
 

訓練/考試/其他活動 日數 費用$ 

(會員) 

費用$ 

(非會員) 

複修費用

$ 

(一天) 

ProTree 攀爬訓練班：一級 2 天 (12 小時) 1200 1300 不設 

ProTree 攀爬訓練班：二級 2 天(12 小時) 1200 1300 不設 

ProTree 攀爬訓練班：三級 2 天(12 小時) 1600 1700 不設 

ProTree 攀爬訓練班：四級 2 天(12 小時) 2000 2100 1200 
     

攀樹師及試前技術改良班 2 天(2 小時) 2000 2500 不設 

樹上空中拯救証書課程 1 天(6 小時) 1000 1200 500 

鏈鋸安全操作訓練課程(理論) 3 小時 300 500 不設 

鏈鋸安全操作訓練課程(理論+技術) 2 天(12 小時) 1500 1700 1000 

樹上修剪及流纜訓練  

Aerial Pruning and Rigging Training 

理論:3 小時 

實習: 4 天 

 

5000 5500 不設 

Double Braid Rope Eye Splicing Course 

雙編織繩織繩眼課程 

3 小時 600 700 100 

「SRT」for Tree Climbing 攀樹用的

單繩技術課程 (基本) 

1 天(6 小時) 1000 1200 600 

樹藝師訓練課程 

(費用包括中文版 Certified Arborist 

Study Guide 乙本) 

理論:30 小時 

實習: 12 小時 

(模擬考試:3.5 小

時 

6300 

 

6500 不設 

攀樹師課程 

包括一至四級攀樹, 拯救及 CTW 試

前改良班之課程內容 

11 天 9000 9200 不設 

義務巡樹及樹藝師實務研習班 1 天(6 小時) 免費 

CEU($100) 

 不設 

樹木風險管理實務工作坊 

 

1 天(6 小時) 800 1000 不設 

(所有收費以網頁及會員系內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