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 港 保 安 專 業 學 會

相片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ecurity Professionals

PHOTO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會員申請表格
 Entrance 入會
 Upgrade 升級
 Data Change 更新資料
(Please refer to the Notes on Application 請參閱「會員申請細則」)

查詢電話: 6167 8465
列適當方格加上

個人申請表 For Applicants
名譽會長 Honorary President

榮譽會員 Honorable Member

永久會員 Life Member

專業會員 Professional Member

資深會員 Fellow Member

會員 Member

附屬會員 Associate Member
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身份證號碼
Identity Card No.:
(英文字母加頭四個數字)
(English letters plus the
first four numbers)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Mr./Ms./Mrs./Dr.]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ENG]

[中文]

聯絡電話 / 手提電話
Contact No. / Mobile No.:

傳真
Fax
No.:

p://HKISP.org.hk

電郵
Email Address:
教育程度
Education:

中學 Secondary

證書 Certificate

大學 Tertiary, 學位 Degree:

文憑 Diploma

學士 Bachelor

碩士 Master

博士 Doctoral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畢業院校
Institution:
畢業年份
Graduate Year
職業/職位
Occupation / Position: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07/20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修科目
Field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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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ENG]

[如與通訊地址不同 If
different from
correspondence address]

[中文]
Length of Working in Industry

Criminal Record

YES 有

Offence

保安行業任職年期 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有犯罪記錄

NO 無

所犯何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申請人須填寫

For All Applicants

你如何認識香港保安專業學會？
Where did you learn about HKISP?
研討會 Seminars
朋友介紹 Peer Referrals
教授介紹 Professor Referrals
由香港保安專業學會幹事會 / 會員介紹 Referred by HKISP Committee Members / Members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活動：請註明 HKISP events, please specify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付款方法

Payment Method

詳細的會員費用及付款資料請參考申請細則。
Please refer to Notes for Applicants for details on membership fee and payment methods.
支票 By Cheque

聲明

銀行轉帳 / 櫃員機轉帳 / 網上過數 Bank Transfer / ATM / Online Transfer

Declaration

本人現聲明，就本人所理解，此申請表中填寫的全部資料是正確無誤的；並同意香港保安專業學會參考及審閱本
人在此申請表中提供的一切資料。本人明白若有錯誤或誤導性的資料，可構成欺騙或不誠實行為，並有機會影響
本人之會員申請。本人明白在以下欄目簽署即表示本人接受香港保安專業學會之會章。本人/公司同意遵守協會的
專業守則、會章及規條。
I hereby represent that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herein are correct and not misleading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agree that HKISP may at its discretion access and read the information. I do understand that any wrong
information misleading HKISP may form the basis of rejection of my membership application. I also understand
that by signing below, I agree to accep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stated in HKISP’s Constitution. I/We agree to
abide by the Ethical Code of Conduct and the Constitution Rules of the Institute.
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

學會專用

FOR OFFICIAL USE ONLY

收表日期
Date Received:
已收付款
Payment Received [HK$]:
經手人
Handled By:
會籍狀況
[07/2017]

會員編號
Membership No.:
支票號碼
Cheque No.:

Approved

Re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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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hip Status:
申請辦法
Application Procedures

一、 申請時應向本會秘書處提交以下檔和資料：
（1） 申請人填妥及簽署的入會申請表；
（2） 申請人免冠半身照片 1 張；
（3） 申請人簡歷；
二、 遞交申請的方式
申請檔及資料均應以郵遞方式送交秘書處（申請表可以先用電子郵件、
傳真或其它方式發至秘書處供參考）。
三、 會員申請表格應保證遵守學會章程和各項規定；
四、 學會在接到申請後，必須經幹事會審查後，才批准其為正式會員；
五、 經學會幹事會提出，代表大會確認，可以接受對保安事業做出貢獻的單
位或個人，為學會榮譽會員，榮譽會員可被邀請出席代表大會。
六、 請清楚填寫「會員申請表格」後遞回「香港保安專業學會」，請附：
七、 劃線支票，抬頭人: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ecurity Professionals」預付首年年費及入會費。
八、 如申請不獲接納，本會將退款，惟不會支付利息。
九、 本會為未提出推薦人之申請人士提供協助。
十、 交納會費：本協會按照有關規定收取會員會費。

任何會員截止規定時間每年的一月一日未交納會費，又不能提出被幹事會接受
的理由，將被暫停參加本學會組織的活動的資格，直至交納會費為止。以上未
盡事宜，由香港保安專業學會解釋。

付款方法
Methods of Payment

支票
申請人必須，連同劃線支票：抬頭寫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 以郵寄方式辦理續
會手續。
信箱地址: 東九龍郵政信箱68153號
銀行櫃員/轉賬
請將款項存入至以下戶口
銀行名稱：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抬頭名稱：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ecurity Professionals
戶口號碼： 848-688545-838
連同銀行入賬收據郵寄至本會確認手續
(致電本會 : 6167 8465 )

查詢
Enquiry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香港保安專業學會秘書處聯絡:Telephone: (852) 6167 8465
E-mail:
admin@hkisp.org.hk

註：個人資料搜集聲明 - 閣下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會用作處理閣下申請成為本會會員之用，如未能提供有關資料，可能會導致延
遲或未能處理閣下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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