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 Cooking Studio Hong Kong 會員規章

2018年8月

本規章羅列了在利用ABC Cooking Studio提供的課程服務時需要明白及注意之重要事項。在考慮參加和訂立合約前，請先詳
細閱讀及理解，並於各個 □ 內簡簽以及在本規章最後頁簽署，表示已了解及同意羅列在此之內容。
第1條（定義）
本規章內，以下用語將根據以下定義闡釋。
1.
2.
3.
4.
5.
6.

「本公司」指ABC Cooking Studio Hong Kong Limited。
「ABC Cooking Studio」指本公司經營的烹飪工作室。
「會員」指在同意本規章之情況下申請加入了ABC Cooking Studio的個人客戶。
「本課程」以及「課程」指ABC Cooking Studio出售之料理課程、麵包課程、蛋糕課程等以次數制度訂立的課程。
「工作室」指ABC Cooking Studio的每一個烹飪工作室。
「本公司網站」指本公司營運的下列網頁（包括需要登入的會員網站部份）
。
PC・智能手機網址：abc-cooking.com.hk

第2條（入會及訂下合約）

1. 入會是指在同意本規章下申請加入ABC Cooking Studio成為會員，而訂立合約則是指申請購買ABC Cooking Studio所
舉辦的課程。入會及訂立合約均會於會員簽署及完成付款後方始生效。
2. 期間限定的課程、工作室地點限定的課程或其他特別課程，有可能因應本公司所制定之細則，其參與年齡及性別等條件可
能會有所不同。
3. 如客戶曾經出現過任何敏感症狀，請於入會及訂立合約前仔細查閱課程之內容後作出判斷。
4. 任何人入會/訂立合約時必須辦理本公司所訂立的申請手續。辦手續時請於分店選擇使用現金或信用卡付款。
，全部將視為會員本人自願申報。
5. 會員簽署合約時填寫之資料（包括以電子形式簽署、書面簽署或網上填寫之資料）
6. 會員使用信用卡付款時會按照各信用卡公司的合約內容辦理。有關更改信用卡還款方式等查詢，請直接與有關信用卡公
司聯絡。
7. 入會時本公司會徵收HKD800的一次性入會費。在成為會員後，再次購買額外或其他類別之課程時將毋需再繳付入會費。
8. 有關推廣優惠、團體優惠等各種優惠，請在訂立合約時提出申請。訂立合約後的申請恕不受理。有關推廣及團體等各種優
惠的內容，請到各工作室查詢確認。
9. 18歲以下人士申請入會及訂立合約，需事前得到父母或合法監護人之同意及簽署。

第3條（ABC Cooking Studio會員卡）
1.
2.
3.
4.

本公司會向每一位會員發行一張會員卡。會員在收到會員卡後需在卡背簽署作實。
會員卡背面記載的10位數字為會員編號，會在預約課堂、上課、更新申請資料和查詢時使用。
在任何情況下會員卡及會員資格一律不得租借或轉讓。
如有遺失，請到工作室辦理補領手續。補領手續費為HKD50。

第4條（課程規則）

1. 本公司出售的所有課程內容、價錢、有效期等服務詳情將會另行制定，詳情請參閱工作室之告示、本公司網站和課程小冊
子。
2. 各個課程的上課時間表會因應工作室而異。另外，時間表有可能因應情況而有所更改，因此請留意本公司網站或工作室之
告示。
3. 工作室營業時間及休息日會因應各工作室而有所不同。事前請跟上課地點的工作室確認。
4. 各個工作室的服務內容可能存有差異，關於服務內容請向各工作室查詢。
。會員請
5. 各課程均設有有效限期。會員在購買課程時，有效限期會根據合約內容加算及延長（合計最長不會超過48個月）
自行於會員網站內確認自己已購買課程之有效限期。實際課程限期會以 ①上述有效限期之最後一天，或 ②修畢所有合約
課程後之當月的最後一天，以兩者時間較早的一天為準。即使課程限期只超過一天也將視為失效。已失效之課程，其原有
之相關權利如上課、享用附帶之服務、解約、退款等均將不獲受理。
6. 會員如在超過所定時間範圍內遲到上課、取消上課或缺席，或作出本公司視為等同於缺席之早退，均會徵收取消罰款。取
消罰款是指沒收該已預約的課堂之所付費用（會員將不能參加已沒收之課堂）
。
7. 會員如因以下行為而被請離工作室，均會被視為缺席論。
(1)未完成課程合約付款。
(2)作出違反本規章，以及擾亂公眾風俗秩序、明顯地騷擾本公司職員、講師和其他會員等行為。
(3)其他本公司判斷認為難以提供相關服務的情況。

第5條（預約規則）
1. 課堂全部屬預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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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約課堂時，可以致電工作室，透過本公司網站，或透過工作室設置的觸摸屏等方法辦理（預約截止時間為課堂前一天之
下午5時正）
。

For ABC

3. 電話預約須於辦公時間內致電各工作室（有關辦公時間請向工作室查詢）
。另外，本公司強烈建議會員在完成電話預約後，
透過本公司網站再度確認預約課堂之內容。會員應自行管理相關預約事宜。關於預約課堂，本公司不會主動向會員發出確
認通知。
4. 如欲更改或取消已預約的課堂，會員必須於在課堂前一天的中午12時前，透過本公司網站、致電或親臨工作室完成相關手
續。否則，於上列時間之後取消課堂，本公司會根據本規章第4條第6項之規定，徵收取消罰款。所有已取消之課堂其已付之
費用會被沒收以作為罰款處理。
5. 本公司恕不接受會員本人以外之人士作出的課堂預約。
6. 本公司會保留因應會員出現觸犯法例等不當行為下限制該會員預約及上課之權利。

第6條（上課規則）

1. 工作室會提供圍裙給會員使用，各會員亦可自行帶備。基於衛生理由，本公司建議客人自備手巾。
2. 基於衛生理由，請把長髮束起。戒子、手錶、手鐲等手部裝飾物也請在上課前摘下。另外，在上烹飪課時，如塗有指甲油和指
甲長的學員，請配戴手套。
3. 上課用的筆記日誌等請各自準備和抄寫。
4. 遲到有可能會騷擾到其他會員上課，因此請準時到達。遲到10分鐘以上的話，不論任何原因，亦會當作缺席處理，會員將不
可上課。
※遲到超過10分鐘以上/缺席會按照第4條第6項規定徵收取消罰款（沒收課堂）
。
※因天災、慶弔（紅事白事）
、交通情況等遲到之處理方法也是同樣（如遇上大範圍的天災等時，本公司有可能會公佈免除
此罰則，此情況屬例外）
。
※如因生病或意外受傷導致缺席，會員可於該課堂後30日內於工作室提交有效之註冊醫生證明文件，經核實後可豁免取
消罰款（沒收課堂）
。
5. 如會員因各種情況（包括身體不適等）於上課途中早退，將被視作已出席及完成課堂論。
6. 即使已經訂立合約，只有已完成之課堂的食譜才可以取走，本公司亦不能把未完成之課堂的食譜交給會員。此外，禁止任
何複製和拍攝本公司的原創圖解食譜（以下簡稱原創食譜）之行為。
7. 如會員遺失原創食譜，補領手續費為HKD50。
8. 在工作室內和上課時等的禁止事項如下：
(1) 試食時帶同上課人士以外的人進入工作室或一同進行試食（包括未成年人仕）
(2) 在工作室內參觀和等待（包括未成年人仕）
(3) 與本公司職員私下交流
(4) 吸煙
(5) 進行未被獲准之錄影、拍攝或拍照
(6) 使用外來的食材或煮食用具
(7) 讓其他人代替會員本人上課
(8) 其他所有在本規章記載之禁止事項和行為

第7條（懷孕及產婦規則）

1. 處於懷孕期間，或者為產後未夠1年的女性，可以把課程限期延長2年。
2. 申請延長時課程必須仍在有效限期之內。
3. 查詢及申請延長，請到工作室辦理。

第8條（課程解約）

1.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需要途中解約的話，請到工作室索取及填妥表格後交回工作室。當本公司受理會員之解約申請後，會按
照合約內容和會員之課堂履歷作出比對，安排退款至會員之銀行戶口。退款需時1至1.5個月，會員請自行留意銀行戶口記
錄，本公司不會另行作出個別通知。
2. 解約手續只可於課程有效限期內提出申請。一旦已過有效限期，解約申請和退款均將不獲受理。
3. 解約行政手續費會按照訂立合約時之條款收取，並於解約退款中自動扣除。
4. 在任何情況下，考核後的ABC License均不會接受解約申請和退款(考核結果不合格時亦同樣)。
5. 在任何情況下，入會費均不接受解約申請和退款。

第9條（限制原創食譜、商標以及標誌的使用）

1. 無論什麼情況下，以下行為一律被嚴格禁止：
(1) 使用本公司原創食譜的插圖及其設計、商標和標誌。※於取得「ABC License」後用於個人的謀利活動亦同受此限。
(2) 把原創食譜以及所有在ABC Cooking Studio得到的刊物（不論正本或副本。宣傳品不受此限）轉售/轉讓到其他地方
（包括網上拍賣等）
。
(3) 把原創食譜透過網絡等方式向公眾發放。
(4) 把ABC Cooking Studio的標誌和其他ABC Cooking Studio的原創設計（刊物、網頁素材等）作私人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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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處理會員個人資料）

1. 關於本公司收集到的會員的個人資料之處理，會以另外訂立的「有關收集及處理個人資料之方針」作準。

第11條（其他）

【工作室內的規則、注意事項】
1.
2.
3.
4.

第13條（強制性退會）

1. 如發現會員作出違反本規章的行為，或作出於本規章內限制或禁止的行為，或可能作出其他以下行為，本公司有權強制
相關會員辦理退會手續。

(1) 侵害他人知識產權、版權、商標權等行為，或任何會引致上述侵害之行為
(2) 欺騙以及以謀利為目的之其他不正當行為
(3) 歧視、中傷或誹謗其他會員、本公司職員或任何相關人士，及可能有損他人名譽和信用的行為
(4) 騷擾到其他會員、本公司職員或任何相關人士的行為，以及有該傾向的行為 (包括一切有損風化之行為）
，以及其他犯
罪行為
(5) 宣傳及推銷色情行業的活動
(6) 以特定宗教、政黨和思想主義為基礎的言行、推廣或行動 (派發傳單等)
(7) 違反/可能違反法令的行為
(8) 與ABC Cooking Studio各種服務宗旨明顯有相違背的行為
(9) 令其他會員感到不快的行為，以及可能構成騷擾的行為
(10) 飲酒過量
(11) 其他本公司判斷為在社會共識中不恰當的行為

財物、貴重品等所有物品，會員必須自己小心保管，如有遺失、偷竊、意外、糾紛等，本公司恕不負責。
於工作室拾獲之失物，本公司會待為保管1個月，逾期後無人認領之物品將由本公司全權處理。
在任何情況下，與本公司無關的活動（銷售和遊說等）一律禁止。
會員只可以拍照或拍攝自己本人的完成品，其他意圖的拍照和拍攝一律禁止。如會員希望與朋友 或/及 朋友的作品合照，
必須在得到當事人同意下，在容許的範圍內進行拍攝。所有侵犯肖像權、版權等行為均一律禁止。此外，在未經本公司許可
下，在工作室外透過玻璃對工作室內進行拍攝等之行為也同樣禁止。

【上述記載以外的規則、注意事項】

5. 會員在前往工作室途中遇上的任何意外、糾紛等，本公司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負任何責任。而照顧未成年會員的責任則歸
於其監護人。
6. 在前往工作室時，即使上課的會員是中學以上，如監護人認為在途經繁華混雜的街道可能有危險，請自行安排接送。
7. 會員如有食物敏感，請事先查看宣傳單張的食譜一覽等，自行作出判斷。如出現任何敏感症狀等，本公司亦不會負任何責
任。
8. 會員如在醫院確診患有傳染性疾病，或出現等同的症狀，不論感染的症狀或程度如何，均不可以上課。這此等情況下請事
先辦理取消預約的手續。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會員在工作室內出現傳染性疾病的症狀時，請迅速通知工作室職員。如遇
此情況，會員將有可能不被允許繼續上課。
※傳染性疾病：包括但不限於麻疹、水痘、腮腺炎、感冒、咽結合膜熱等
。本公司提供之所有課程之內容、價
9. 本公司不會因會員私人理由而作個別協調對應（包括本公司判斷為私人事宜的情況）
格、上課時間和規則等，會因應情況而有所更改（包括工作室結業）
。如有任何更改，本公司會假設會員已事前在下列形式
之其中一項知悉及理解其公佈內容：
●本公司網站 ●在工作室張貼之海報 ●小冊子
10. 如有必要，本公司可能會修改本規章的全部或一部分。如遇該情況，新的規章會於本公司網站發佈，並在發佈後１星期後
正式生效。
，會按照本公司另行制定的規章和規
11. 關於本公司提供的其他服務（在ABC Cooking Studio實行的「體驗課堂」及各種活動）
則處理，參加該等活動之人士請參照相關規定。

第12條（颱風及黑雨）

1. 如遇8號風球或以上，因應懸掛時間，將按以下規定實施停課。
(1) 上課期間懸掛8號或以上風球
● 已開始的課堂將會繼續進行。
(2) 8號或以上風球於早上已開始懸掛，並於中午12時前轉3號或以下之風球
● 下午3時前開課之課堂會取消。下午3時或之後開課之課堂如常
(3) 8號或以上風球於早上已開始懸掛，並於中午12時後至下午4時前轉3號或以下之風球
● 晚上6時前開課之課堂會取消。晚上6時或之後開課之課堂如常
(4) 8號或以上風球於早上已開始懸掛，下午4時後轉3號或以下之風球
● 當天餘下之所有課堂取消
2. 如遇黑色暴雨警告，因應懸掛時間，將按以下規定實施停課。
(1) 上課期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 已開始的課堂將會繼續進行。
(2( 黑色暴雨警告於早上開始發出，並於中午12時前解除
● 下午3時前開課之課堂會取消。下午3時或之後開課之課堂如常
(3) 黑色暴雨警告於早上開始發出，並於中午12時後至下午4時前這段時間中解除
● 晚上6時前開課之課堂會取消。晚上6時或之後開課之課堂如常
(4) 黑色暴雨警告於早上開始發出，並於下午4時後解除
● 當天餘下之所有課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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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颱風以及黑雨造成之停課等通知，本公司並不會獨立向每一位會員發佈。請會員自行到香港天文台網站等
(www.hko.gov.hk/contente.htm) 確認情況和作出判斷。
此外，如會員非因為香港天文台發出的正式情報而作出因天氣惡劣而取消上課之判斷，本公司會根據第4條第6項之規定徵
收取消罰款。

第14條（查詢）

1. 如對本規章之內容或對ABC Cooking Studio有其他不清楚之地方或疑問時，請參考本公司網站abc-cooking.com.hk, 或
向工作室查詢。

本人確認並同意以上會員規章之內容，並領取了此規章。
會

員

U18會員

會員編號：8 0 ＿ ＿ ＿ ＿ ＿ ＿ ＿ ＿

會員編號：8 0 ＿ ＿ ＿ ＿ ＿ ＿ ＿ ＿

姓

名：

姓

簽

署：

名：

（如申請人未滿18歲，請監護人在以下位置簽署。U18會員本人無需簽署。）

本人同意讓他/她在ABC Cooking Studio上課。
日

期：

年

月

日

父母或合法監護人姓名：

親屬關係：

簽

署：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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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章羅列了在利用ABC Cooking Studio提供的課程服務時需要明白及注意之重要事項。在考慮參加和訂立合約前，請先詳
細閱讀及理解，並於各個 □ 內簡簽以及在本規章最後頁簽署，表示已了解及同意羅列在此之內容。
第1條（定義）
本規章內，以下用語將根據以下定義闡釋。
1.
2.
3.
4.
5.
6.

「本公司」指ABC Cooking Studio Hong Kong Limited。
「ABC Cooking Studio」指本公司經營的烹飪工作室。
「會員」指在同意本規章之情況下申請加入了ABC Cooking Studio的個人客戶。
「本課程」以及「課程」指ABC Cooking Studio出售之料理課程、麵包課程、蛋糕課程等以次數制度訂立的課程。
「工作室」指ABC Cooking Studio的每一個烹飪工作室。
「本公司網站」指本公司營運的下列網頁（包括需要登入的會員網站部份）
。
PC・智能手機網址：abc-cooking.com.hk

第2條（入會及訂下合約）

1. 入會是指在同意本規章下申請加入ABC Cooking Studio成為會員，而訂立合約則是指申請購買ABC Cooking Studio所
舉辦的課程。入會及訂立合約均會於會員簽署及完成付款後方始生效。
2. 期間限定的課程、工作室地點限定的課程或其他特別課程，有可能因應本公司所制定之細則，其參與年齡及性別等條件可
能會有所不同。
3. 如客戶曾經出現過任何敏感症狀，請於入會及訂立合約前仔細查閱課程之內容後作出判斷。
4. 任何人入會/訂立合約時必須辦理本公司所訂立的申請手續。辦手續時請於分店選擇使用現金或信用卡付款。
，全部將視為會員本人自願申報。
5. 會員簽署合約時填寫之資料（包括以電子形式簽署、書面簽署或網上填寫之資料）
6. 會員使用信用卡付款時會按照各信用卡公司的合約內容辦理。有關更改信用卡還款方式等查詢，請直接與有關信用卡公
司聯絡。
7. 入會時本公司會徵收HKD800的一次性入會費。在成為會員後，再次購買額外或其他類別之課程時將毋需再繳付入會費。
8. 有關推廣優惠、團體優惠等各種優惠，請在訂立合約時提出申請。訂立合約後的申請恕不受理。有關推廣及團體等各種優
惠的內容，請到各工作室查詢確認。
9. 18歲以下人士申請入會及訂立合約，需事前得到父母或合法監護人之同意及簽署。

第3條（ABC Cooking Studio會員卡）
1.
2.
3.
4.

本公司會向每一位會員發行一張會員卡。會員在收到會員卡後需在卡背簽署作實。
會員卡背面記載的10位數字為會員編號，會在預約課堂、上課、更新申請資料和查詢時使用。
在任何情況下會員卡及會員資格一律不得租借或轉讓。
如有遺失，請到工作室辦理補領手續。補領手續費為HKD50。

第4條（課程規則）

1. 本公司出售的所有課程內容、價錢、有效期等服務詳情將會另行制定，詳情請參閱工作室之告示、本公司網站和課程小冊
子。
2. 各個課程的上課時間表會因應工作室而異。另外，時間表有可能因應情況而有所更改，因此請留意本公司網站或工作室之
告示。
3. 工作室營業時間及休息日會因應各工作室而有所不同。事前請跟上課地點的工作室確認。
4. 各個工作室的服務內容可能存有差異，關於服務內容請向各工作室查詢。
。會員請
5. 各課程均設有有效限期。會員在購買課程時，有效限期會根據合約內容加算及延長（合計最長不會超過48個月）
自行於會員網站內確認自己已購買課程之有效限期。實際課程限期會以 ①上述有效限期之最後一天，或 ②修畢所有合約
課程後之當月的最後一天，以兩者時間較早的一天為準。即使課程限期只超過一天也將視為失效。已失效之課程，其原有
之相關權利如上課、享用附帶之服務、解約、退款等均將不獲受理。
6. 會員如在超過所定時間範圍內遲到上課、取消上課或缺席，或作出本公司視為等同於缺席之早退，均會徵收取消罰款。取
消罰款是指沒收該已預約的課堂之所付費用（會員將不能參加已沒收之課堂）
。
7. 會員如因以下行為而被請離工作室，均會被視為缺席論。
(1)未完成課程合約付款。
(2)作出違反本規章，以及擾亂公眾風俗秩序、明顯地騷擾本公司職員、講師和其他會員等行為。
(3)其他本公司判斷認為難以提供相關服務的情況。

第5條（預約規則）
1. 課堂全部屬預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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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約課堂時，可以致電工作室，透過本公司網站，或透過工作室設置的觸摸屏等方法辦理（預約截止時間為課堂前一天之
下午5時正）
。

For Member

3. 電話預約須於辦公時間內致電各工作室（有關辦公時間請向工作室查詢）
。另外，本公司強烈建議會員在完成電話預約後，
透過本公司網站再度確認預約課堂之內容。會員應自行管理相關預約事宜。關於預約課堂，本公司不會主動向會員發出確
認通知。
4. 如欲更改或取消已預約的課堂，會員必須於在課堂前一天的中午12時前，透過本公司網站、致電或親臨工作室完成相關手
續。否則，於上列時間之後取消課堂，本公司會根據本規章第4條第6項之規定，徵收取消罰款。所有已取消之課堂其已付之
費用會被沒收以作為罰款處理。
5. 本公司恕不接受會員本人以外之人士作出的課堂預約。
6. 本公司會保留因應會員出現觸犯法例等不當行為下限制該會員預約及上課之權利。

第6條（上課規則）

1. 工作室會提供圍裙給會員使用，各會員亦可自行帶備。基於衛生理由，本公司建議客人自備手巾。
2. 基於衛生理由，請把長髮束起。戒子、手錶、手鐲等手部裝飾物也請在上課前摘下。另外，在上烹飪課時，如塗有指甲油和指
甲長的學員，請配戴手套。
3. 上課用的筆記日誌等請各自準備和抄寫。
4. 遲到有可能會騷擾到其他會員上課，因此請準時到達。遲到10分鐘以上的話，不論任何原因，亦會當作缺席處理，會員將不
可上課。
※遲到超過10分鐘以上/缺席會按照第4條第6項規定徵收取消罰款（沒收課堂）
。
※因天災、慶弔（紅事白事）
、交通情況等遲到之處理方法也是同樣（如遇上大範圍的天災等時，本公司有可能會公佈免除
此罰則，此情況屬例外）
。
※如因生病或意外受傷導致缺席，會員可於該課堂後30日內於工作室提交有效之註冊醫生證明文件，經核實後可豁免取
消罰款（沒收課堂）
。
5. 如會員因各種情況（包括身體不適等）於上課途中早退，將被視作已出席及完成課堂論。
6. 即使已經訂立合約，只有已完成之課堂的食譜才可以取走，本公司亦不能把未完成之課堂的食譜交給會員。此外，禁止任
何複製和拍攝本公司的原創圖解食譜（以下簡稱原創食譜）之行為。
7. 如會員遺失原創食譜，補領手續費為HKD50。
8. 在工作室內和上課時等的禁止事項如下：
(1) 試食時帶同上課人士以外的人進入工作室或一同進行試食（包括未成年人仕）
(2) 在工作室內參觀和等待（包括未成年人仕）
(3) 與本公司職員私下交流
(4) 吸煙
(5) 進行未被獲准之錄影、拍攝或拍照
(6) 使用外來的食材或煮食用具
(7) 讓其他人代替會員本人上課
(8) 其他所有在本規章記載之禁止事項和行為

第7條（懷孕及產婦規則）

1. 處於懷孕期間，或者為產後未夠1年的女性，可以把課程限期延長2年。
2. 申請延長時課程必須仍在有效限期之內。
3. 查詢及申請延長，請到工作室辦理。

第8條（課程解約）

1.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需要途中解約的話，請到工作室索取及填妥表格後交回工作室。當本公司受理會員之解約申請後，會按
照合約內容和會員之課堂履歷作出比對，安排退款至會員之銀行戶口。退款需時1至1.5個月，會員請自行留意銀行戶口記
錄，本公司不會另行作出個別通知。
2. 解約手續只可於課程有效限期內提出申請。一旦已過有效限期，解約申請和退款均將不獲受理。
3. 解約行政手續費會按照訂立合約時之條款收取，並於解約退款中自動扣除。
4. 在任何情況下，考核後的ABC License均不會接受解約申請和退款(考核結果不合格時亦同樣)。
5. 在任何情況下，入會費均不接受解約申請和退款。

第9條（限制原創食譜、商標以及標誌的使用）

1. 無論什麼情況下，以下行為一律被嚴格禁止：
(1) 使用本公司原創食譜的插圖及其設計、商標和標誌。※於取得「ABC License」後用於個人的謀利活動亦同受此限。
(2) 把原創食譜以及所有在ABC Cooking Studio得到的刊物（不論正本或副本。宣傳品不受此限）轉售/轉讓到其他地方
（包括網上拍賣等）
。
(3) 把原創食譜透過網絡等方式向公眾發放。
(4) 把ABC Cooking Studio的標誌和其他ABC Cooking Studio的原創設計（刊物、網頁素材等）作私人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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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處理會員個人資料）

1. 關於本公司收集到的會員的個人資料之處理，會以另外訂立的「有關收集及處理個人資料之方針」作準。

第11條（其他）

【工作室內的規則、注意事項】
1.
2.
3.
4.

第13條（強制性退會）

1. 如發現會員作出違反本規章的行為，或作出於本規章內限制或禁止的行為，或可能作出其他以下行為，本公司有權強制
相關會員辦理退會手續。

(1) 侵害他人知識產權、版權、商標權等行為，或任何會引致上述侵害之行為
(2) 欺騙以及以謀利為目的之其他不正當行為
(3) 歧視、中傷或誹謗其他會員、本公司職員或任何相關人士，及可能有損他人名譽和信用的行為
(4) 騷擾到其他會員、本公司職員或任何相關人士的行為，以及有該傾向的行為 (包括一切有損風化之行為）
，以及其他犯
罪行為
(5) 宣傳及推銷色情行業的活動
(6) 以特定宗教、政黨和思想主義為基礎的言行、推廣或行動 (派發傳單等)
(7) 違反/可能違反法令的行為
(8) 與ABC Cooking Studio各種服務宗旨明顯有相違背的行為
(9) 令其他會員感到不快的行為，以及可能構成騷擾的行為
(10) 飲酒過量
(11) 其他本公司判斷為在社會共識中不恰當的行為

財物、貴重品等所有物品，會員必須自己小心保管，如有遺失、偷竊、意外、糾紛等，本公司恕不負責。
於工作室拾獲之失物，本公司會待為保管1個月，逾期後無人認領之物品將由本公司全權處理。
在任何情況下，與本公司無關的活動（銷售和遊說等）一律禁止。
會員只可以拍照或拍攝自己本人的完成品，其他意圖的拍照和拍攝一律禁止。如會員希望與朋友 或/及 朋友的作品合照，
必須在得到當事人同意下，在容許的範圍內進行拍攝。所有侵犯肖像權、版權等行為均一律禁止。此外，在未經本公司許可
下，在工作室外透過玻璃對工作室內進行拍攝等之行為也同樣禁止。

【上述記載以外的規則、注意事項】

5. 會員在前往工作室途中遇上的任何意外、糾紛等，本公司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負任何責任。而照顧未成年會員的責任則歸
於其監護人。
6. 在前往工作室時，即使上課的會員是中學以上，如監護人認為在途經繁華混雜的街道可能有危險，請自行安排接送。
7. 會員如有食物敏感，請事先查看宣傳單張的食譜一覽等，自行作出判斷。如出現任何敏感症狀等，本公司亦不會負任何責
任。
8. 會員如在醫院確診患有傳染性疾病，或出現等同的症狀，不論感染的症狀或程度如何，均不可以上課。這此等情況下請事
先辦理取消預約的手續。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會員在工作室內出現傳染性疾病的症狀時，請迅速通知工作室職員。如遇
此情況，會員將有可能不被允許繼續上課。
※傳染性疾病：包括但不限於麻疹、水痘、腮腺炎、感冒、咽結合膜熱等
。本公司提供之所有課程之內容、價
9. 本公司不會因會員私人理由而作個別協調對應（包括本公司判斷為私人事宜的情況）
格、上課時間和規則等，會因應情況而有所更改（包括工作室結業）
。如有任何更改，本公司會假設會員已事前在下列形式
之其中一項知悉及理解其公佈內容：
●本公司網站 ●在工作室張貼之海報 ●小冊子
10. 如有必要，本公司可能會修改本規章的全部或一部分。如遇該情況，新的規章會於本公司網站發佈，並在發佈後１星期後
正式生效。
，會按照本公司另行制定的規章和規
11. 關於本公司提供的其他服務（在ABC Cooking Studio實行的「體驗課堂」及各種活動）
則處理，參加該等活動之人士請參照相關規定。

第12條（颱風及黑雨）

1. 如遇8號風球或以上，因應懸掛時間，將按以下規定實施停課。
(1) 上課期間懸掛8號或以上風球
● 已開始的課堂將會繼續進行。
(2) 8號或以上風球於早上已開始懸掛，並於中午12時前轉3號或以下之風球
● 下午3時前開課之課堂會取消。下午3時或之後開課之課堂如常
(3) 8號或以上風球於早上已開始懸掛，並於中午12時後至下午4時前轉3號或以下之風球
● 晚上6時前開課之課堂會取消。晚上6時或之後開課之課堂如常
(4) 8號或以上風球於早上已開始懸掛，下午4時後轉3號或以下之風球
● 當天餘下之所有課堂取消
2. 如遇黑色暴雨警告，因應懸掛時間，將按以下規定實施停課。
(1) 上課期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 已開始的課堂將會繼續進行。
(2( 黑色暴雨警告於早上開始發出，並於中午12時前解除
● 下午3時前開課之課堂會取消。下午3時或之後開課之課堂如常
(3) 黑色暴雨警告於早上開始發出，並於中午12時後至下午4時前這段時間中解除
● 晚上6時前開課之課堂會取消。晚上6時或之後開課之課堂如常
(4) 黑色暴雨警告於早上開始發出，並於下午4時後解除
● 當天餘下之所有課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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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颱風以及黑雨造成之停課等通知，本公司並不會獨立向每一位會員發佈。請會員自行到香港天文台網站等
(www.hko.gov.hk/contente.htm) 確認情況和作出判斷。
此外，如會員非因為香港天文台發出的正式情報而作出因天氣惡劣而取消上課之判斷，本公司會根據第4條第6項之規定徵
收取消罰款。

第14條（查詢）

1. 如對本規章之內容或對ABC Cooking Studio有其他不清楚之地方或疑問時，請參考本公司網站abc-cooking.com.hk, 或
向工作室查詢。

本人確認並同意以上會員規章之內容，並領取了此規章。
會

員

U18會員

會員編號：8 0 ＿ ＿ ＿ ＿ ＿ ＿ ＿ ＿

會員編號：8 0 ＿ ＿ ＿ ＿ ＿ ＿ ＿ ＿

姓

名：

姓

簽

署：

名：

（如申請人未滿18歲，請監護人在以下位置簽署。U18會員本人無需簽署。）

本人同意讓他/她在ABC Cooking Studio上課。
日

期：

年

月

日

父母或合法監護人姓名：

親屬關係：

簽

署：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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