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 2017-2019 年幹事會磋商後，建議如下：
一、建議修改會員會籍類別∶

1) 停止永久會員會籍申請，待其自然流失。
2) 停止推薦免費榮譽會員。
3) 資深會員要於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內遞交完成最少為25小時CPD，經幹事
會審核後，逐年續年遞交最少為25小時CPD，否則自動回復專業會員會籍。
4) 專業會員如於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內遞交完成最少為25小時CPD，經幹事
會審核後，可在來年取得高級專業會員名銜，但需逐年申請。否則自動回復
專業會員會籍。
會員類別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的會員按以下類別區分:-

資深會員

積極參與保安行業或教育研究之工作者，有警政學、保安學

Fellow Member

相關大學碩士學位或以上或同等資格，或在學會服務年資 累
積至 7 年以上，均可申請成為專業會員，專業會員經幹事會
評審接受，可晉級到資深會員。及要於過去一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內遞交完成最少為 25 小時 CPD，經幹事會審核後，
逐年續年遞交最少為 25 小時 CPD，否則自動回復專業會員會
籍。

高級專業會員

凡具十八歲，有警政學、保安學相關大學文憑/學位或執法部

Senior Professional Member

門訓練學校畢業或同等資格，或在行業工作年資 10 年以上，

SPMHKISP

均可申請成為專業會員。如於過去一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

日內遞交完成最少為 25 小時 CPD，經幹事會審核後，可在來

專業

年取得高級專業會員名銜，但需逐年申請。否則自動回復專

會員

業會員會籍。

Professional
Member
PMHKISP
會員
Member

凡具十八歲，擁有保安相關背景或經驗的人士，均可申請成
為會員。

MHKISP
附屬會員 Associate
AMHK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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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會業務有興趣，而不具備成為上述會員類別的人士可申
請成為附屬會員。

二、 有關本會會員持續專業發展（CPD）計劃
1.) 計劃整體目標
由於保安行業人力資源對行業的發展尤為重要，且人員要對行業形象負上最終
責任，故香港保安專業學會鼓勵所有會員與時並進，掌握保安行業最新資訊，
踏上追求專業發展之途。
2.) 何為「持續專業發展」CPD？
「持續專業發展」是指獲取有利持續發展的最新知識及技能的行動和程式。有
關程式包括參與結構性活動項目和非結構性活動項目。結構性活動項目的形式
為參與培訓課程、活動或其它項目，而非結構性活動項目則包括自發性進修和
行業個人貢獻等。
3.)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提供的活動項目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活動項目的目標對象包括：－
➢ 現職保安人員，以及對活動感興趣的人士。
➢ 會員及非會員，藉以把保安人員專業化推廣至整個社會層面。大部分的活
動都歡迎會員及非會員參與，但某些活動僅供會員參加。
本會因應不同的目標對象，設計不同程度的課程，以達致下列目的：－
➢ 誘發公眾對保安人員職能、責任和培訓需要的認知；
➢ 提升保安人員專業才能；
➢
➢

報導最新動向，提供保安知識的更新資訊；
促進就影響保安工作的時事及公共政策作出討論和意見表達。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提供結構性的活動項目，即正規課程、講座、研討會、大會、
論壇和會議，為協助業界獲取知識和技能。有關的結構性活動項目臚列如下：
供會員及非會員參與的活動項目∶
➢ 講座形式的培訓課程，每課共 1-3 小時。
➢ 午餐及晚餐交流會，每次歷時 1-2 小時。
➢
➢
➢

專業講座，一般歷時 1-2 小時 。
外展團體講座。
專業團體參觀。

4）本會每年會在本會衆資深會員及高級專業會員遞交 CPD 表格中審查，以瞭
解會員在過去一年的持續專業發展(CPD)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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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關有效的持續專業發展(CPD)類別如下：
下面列出了每種類別的相關 CPD 可能包括或不包括的內容。此清單並非詳盡
無遺，CPD 委員會可能會考慮成員建議的其他項目。一般而言，日常工作和與
工作相關的活動不應被視為 CPD。
甲類：教育和培訓
➢ 參加正式的，有組織的培訓活動，例如：警政、保安、執法、情報、反恐、
犯罪學/犯罪心理學、指揮官、物業管理、風險管理、語言培訓、計算機課
程、營銷和商業技能，項目管理、工商管理、職安健、急救、談判技巧或
➢

相關項目訓練課程或研討會。
撰寫及公開發表警政、保安、執法、情報、反恐、犯罪學/犯罪心理學、指
揮官、物業管理、風險管理、語言培訓、計算機課程、營銷和商業技能，
項目管理、工商管理、職安健、急救、談判技巧或相關項目文章或出版書
評。

乙類：專業活動
甲類以外與本學會宗旨相關的推廣活動，例如：。
➢ 交流會或參觀；
➢ 研討會，包括在工作場所內舉辦與保安相關議題的研討會；
➢ 公眾論壇；
➢ 學會的工作，例如本會幹事會或其他公共機構義務工作，例如：QF-ITAC、
SSTB；及
➢ 提供與本學會宗旨相關的講座或視聽演講。

丙類：自修
➢

定期的閱讀‚針對與保安專業相關期刊、書籍，全球網站上的文章以及作為特
定主題研究的一部分的其他出版物如∶ASIS SECURITY Magazine、Aviatio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magazine、中國保安雜誌或與保安相關書籍等。
➢ 閱讀日報或其他期刊不計算在 CPD 中，除非它是屬於您自我引導的研究計
劃當中一部分。
CPD 時數是多少？ CPD 類別和年度要求
CPD 要求有 3 類，分別是：
甲類：教育和培訓（最少 4 小時）‚上限 18 小時；及
乙類：專業活動（最少 2 小時）‚上限 16 小時；及
丙類：個人自修（最少 2 小時，最長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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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資深會員及高級專業會員的最低年度 CPD 要求為 25 小時。資深會員及高
級專業會員必須在每個類別分別執行至少 2-4 小時的 CPD。

三、

會員守則

前言
一、香港保安專業學會（學會）的成立是為了本會成立的宗旨是促進保安業專
業知識水平和加強保安業界與政府部門及大眾的溝通。本會的成員受本會會章，
附則，規則和本會員行為守則的約束。
二、本會員行為守則的目的是推廣和指出本會對每個成員所要求的行為和自律
標準，以保障公眾的利益。本規範中對“會員”的所有引用適用於學會名譽成
員和會員。）。
三、本守則包括四個方面：
A. •對社會的責任;
B. •對職業的責任;
C. •對客戶/僱主的責任;
D. •對會員的責任。
在以上的每個領域，均設有原則和規則去表明一些良好的做法或在某些情況
下不允許/禁止進行的活動。
1. 所有會員均可能需要根據學會會章回答有關其行為的問題。本會幹事會有
權暫停，驅逐或譴責被證明違反學會宗旨和目標，並違反“會員行為守則”意
圖的會員。
2. 請注意，本章程內所指向的男性性別的用詞包括了女性和中性，而所指向
的人員包括了公司或合作機構。
A. 對社會的責任
1. 本會成員在履行對僱主和專業的責任時，應對公眾的利益保持高度的意
識。
2. 在發表專業領域上的個人或公開聲明時，成員應：
（a）確保聲明的接收人知悉他們作出陳述的資格及其與任何受益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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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應避免給任何閱讀或聆聽這些聲明的人構成印象認為其有代表本學會觀
點的成份。
3.會員應協助促進公眾對保安專業的了解，並向政府和有關當局在規劃保安專
業的政策和實施提供專業意見和評論，當中是不應該有惡意的批評和不正當的
動機。
4.會員應忠實地履行其承擔的義務，並應適當地考慮委託人的利益以及可能受
其職務所影響的人的利益。
5.任何協助宣傳或授權提供專業意見和保安服務的會員，應確保其宣傳廣告既
不會誤導公眾，也不會損害保安專業的地位或聲譽。保安服務的宣傳廣告尤其
不得包含以下任何內容：
（a）不准確的陳述;
（b）明確地比較其服務與本會其他會員提供的服務;
（c）對商業產品或公司的任何認可;
（d）違反本會章程的陳述。
6.成員基於種族，性別，信仰，宗教，殘疾或年齡為由進行歧視，並應設法消
除他人的這些歧視，從而促進機會平等。
B. 對職業的責任
7. 本會會員應規範自身行為，以維護專業的尊嚴，地位和聲譽。成員應：
（a）以正直，尊嚴，公平和禮貌履行其職業責任;
（b）以其專業能力發表客觀，可靠和誠實的意見，並盡最大努力和知識;
（c）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保持其專業能力的充分發展;
（d）對其行為承擔責任，並確保其授權的人有足夠的能力履行相關責任;
（e）不承擔他們自己沒有資格或能力履行的責任;
（g）適切地考慮和尊重與他們有專業關係的人的專業義務和資格;
（h）在另一職業領域工作時，應適當考慮該職業的道德規範。
C. 對會員的責任
8. 會員不得持有，承擔，接受或保留其利益與其專業職責相衝突的職位。
D. 對客戶/雇主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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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論是雇主，客戶或主管所發出的任何義務，當中包括任何涉及聲稱屬於
他們個人的指示，會員都不得執行任何與其真正的專業意見相悖的指示。
檢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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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守則會在出版 12 個月後予以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