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募中學生會員
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自 2008 年成立以來，除為校
內外的學者提供優良的研究平台外，還投入大量資源
培育學生，對他們的未來發展有著 重大的影響。如對
無線通訊科技有興趣的同學，歡迎 加入本實驗室這
個大家庭，成為中學生會員。

會員優惠
如成為中學生會員，你可享有以下優惠:

將優先獲取本實驗室的最新資訊。例如講座、參
觀活動、工作坊、聚會等。

本實驗室所舉辦的活動，會員可優先考慮取錄。

提供適合中學生的活動，包括講座、參觀活動、
工作坊等。

參加學生創意設計比賽等活動，如需使用本實驗
室的儀器，可提交計劃書作評核。如成功申請，
本實驗室將提供適當的協助。

如
有
興
趣
，
申
請
表
格
可
在
http://www.ee.cityu.edu.hk/~sklmw/downloads.html 下載或向
職員索取。
聯絡
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城市大學夥伴實驗室)
九龍達之路 83 號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三, 15 樓 15-200 室
電話：(852)3442 4895
圖文傳真：(852)3442 0353
電郵：skl@cityu.edu.hk
網站: http://www.ee.cityu.edu.hk/~sklmw/

此欄由本實驗室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Member ID: _________________
Date of application: ___________

中學生會員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Membership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申請人資料 Details of Applicant
中文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英文姓名

Chinese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r / Miss / Mrs*

English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寫姓氏 Surname First)

電郵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

班級

School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______________

條款及細則 Terms & Conditions
-

中學生會員計劃只限於中學生申請。
Membership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scheme is only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申請結果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The result of application will be notified by e-mail.
申請人如沒有於表格上填寫足夠、正確和清楚的資料，本實驗室可能無法處理申請，或影響處理時間和結果。
Any incomplete, insufficient or incorrect data may affect the processing time and the outcome of your application.
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保留所有有關此計劃的最終決定權。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llimeter Waves reserves the right of membership scheme. The Laboratory’s decision is final.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個人資料乃由申請人自願提供，有關資料只會用作為與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有關活動之用。資料只會提供予處理申
請的人員參閱，作為審批、 聯絡及相關的用途。申請人如需要查閱或修改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請以書信方式向本實驗
室職員查詢。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applicant voluntarily for relevant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llimeter Waves. The information will be provided to relevant staff for application processing, contact, and relevant purposes.
For enquiries or amendment to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please send us a written request.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s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Note :
1. 請填妥表格並傳真、郵寄或電郵至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and fax, mail or e-mail to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llimeter Waves.
地址 香港特別行政區九龍達之路 83 號
Address: 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三 15 樓 15200 室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llimeter Waves
(Partner Laboratory i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城市大學夥伴實驗室） Room 15200, 15/F, Academic 3,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3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電話 Tel：852-3442 4895
2. *請刪去不適用者。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傳真 Fax: 852-3442 0353

電郵 E-mail: skl@cityu.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