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考人編號（由廉政公署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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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廉政公署

投考調查員入職培訓課程報名表

2020 年 6 月 

注意事項： 

1 .  請以端正字體或打字方式填寫本報名表格。 

2 .  填妥本表格後，請在指定位置貼上 1.5 吋彩色免冠近照乙張，連同有效的身份證明

文件副本、開考通告所要求的學歷 證明文件副本及其他證明文件副本一併提交。 

3 .  如以紙張方式提交，而本表格不足以填寫有關資料時，請自備白紙填寫。 

4 .  如投考人填寫不實資料或提交虛假文件，將被取消投考資格，並須承擔有關責任。 

5 . 關於各階段甄選方法的實施地點、日期、時間及相關內容的公告，以及知識考試的

成績名單及經認可的最後成績名單，將張貼於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皇朝廣場」 

14 樓，並上載於廉政公署網頁（https://www.ccac.org.mo），敬請投考人留意。

6. 廉政公署亦會以電郵或電話通知投考人上述公告或名單張貼及上載的日期。

7 . 投考人所提交的資料及文件僅用作是次開考用途，所有資料將按照第 8/2005 號
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處理。 

http://www.ccac.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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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資料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葡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婚姻狀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點：______________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現年：    歲 

國籍：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編號：

住址：    

手提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高（cm）：____ 體重（kg）：____視力（近/遠視或散光度數）：左：____右： _____ 

請回答以下問題，並於對應的格子內填 ： 

有否刑事犯罪紀錄…..有☐.....沒有☐………...如有，請指出日期、罪名及處罰等資料：

是否正處於司法訴訟關係...是☐...不是☐….如是，請指出原因及在訴訟關係中的身份： 

是否曾接受紀律處分或被紀律調查…...是☐.....不是☐...........如是，請指出原因及結果： 

有否出資開設公司或店舖.......有☐.....沒有☐......................如有，請指出其名稱及業務： 

目前有否參與社團組織...........有☐.....沒有☐......如有，請指出社團的名稱及擔任職位： 

親屬資料（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投考人配偶之父母及兄弟姊妹等）： 

姓名  證件編號  關係  職業  任職機構 

相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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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資料 

 

 過往任職之機構及所在地  職級/職稱  任職期間 

1.     由  年  月至  年  月 

2.     由  年  月至  年  月 

3.     由  年  月至  年  月 

4.     由  年  月至  年  月 

5.     由  年  月至  年  月 

 

三、學歷資料 

 學校名稱  學校所在地  專業/學科  畢業年份 

小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初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高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大專/本科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四、語言知識 

請填寫平、良、優或不懂，非母語之語言而填寫良或優者，須作適當說明或提供證明 

 講  寫  閱  說明或證明文件 

中文        

葡文        

英文        

外語 1（     ）        

外語 2（     ）        

 

五、特殊技能 

你所具備而有助於廉政公署履行職責之特殊技能（最多三項，且不得與第六部份重複）： 

1.  

2.  

3.  

現職機構：  部門：  月薪：  

職級/職稱：  入職日期：  年  月  日 

職務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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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位、工作經驗、專業技能、資格及榮譽 

請於對應的格子內填 ，並請盡量提供相關之證明文件 

1. 具有大學本科學士學位 ................................................................................ 有☐…沒有☐ 

2. 有一年或以上全職工作經驗 ........................................................................ 有☐…沒有☐ 

3. 具有法律、會計、核數、建築、工程專業學位 ........................................ 有☐…沒有☐ 

4. 具有律師、會計師、核數師、建築師、土木工程師、電子通信工程師、

資訊工程師、機電工程師專業資格（包括實習階段） ............................ 有☐…沒有☐ 

5. 於高中或大學時期獲得服務及操行之獎狀或嘉許 .................................... 有☐…沒有☐ 

6. 最近 2 年曾參加義工服務（機構名稱： ） ...... 有☐…沒有☐ 

7. 持有澳門輕型私家車駕駛執照 .................................................................... 有☐…沒有☐ 

8. 持有澳門電單車駕駛執照（50cc 或以下☐，50cc 以上☐） ................. 有☐…沒有☐

9. 考獲 MCSE、CCNA、CCNP、CISA 或 CISSP 等電腦認證資格 ........... 有☐…沒有☐ 

10. 考獲急救、拯溺、體能訓練或運動訓練等認證資格 ................................ 有☐…沒有☐ 

11. 具有製作或維修精密電子儀器、電路或無線電設備的知識及能力 ........ 有☐…沒有☐ 

12. 為國家或特區取得國際性奬項或榮譽（請指出： ） 有☐…沒有☐

七、投考原因 

請簡述投考調查員的原因（以 100 字至 150 字為限）： 

投考人聲明： 

1. 倘若獲准參加知識考試，本人所選擇的題目及作答之語言為…...中文☐…...葡文☐。

2. 本人所填寫的資料及提交的文件均為真實。

日期： 投考人簽署（按身份證簽名樣式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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