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保安服務最佳培訓獎選舉
參選細則
主辦機構

支持機構

職業訓練局保安服務業訓練委員會現與香港警務處合辦 2012 保安服務最佳培訓獎選舉，而保
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為是次活動支持機構。 保安服務最佳培訓獎選舉旨在鼓勵保安服務設
立長期及優質培訓計劃，以協助提升保安服務水平，強化行業專業地位。
選舉細則
1. 本選舉以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 (香港法例第 460 章) 所界定的保安公司牌照類別劃分為三
個選舉組別。參選保安公司需持法例規定有效的保安公司牌照，並於下列表格第一部份選
擇參選類別，而第一類別保安公司會分為 500 人或以下及 501 人或以上兩個參選組別。保
安公司可同時參選三個選舉組別，但請每一組別使用一張全新表格。
2. 選舉評審委員會由職業訓練局轄下的保安服務業訓練委員會、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及
警務處代表組成。而評審範圍包括參選保安公司 1) 對保安服務從業員的培訓、培訓資源
的投入、2) 管理級職員對培訓計劃的參與及 3) 由參選保安公司自行提供的培訓資料。
3. 每個組別均設有不同的獎項 (金、銀、銅及優異獎)以表揚保安公司重視人才培訓的卓越
表現。但如在某一組別並無合適候選公司，選舉評審委員會保留權利不頒發該組別任何獎
項。
4. 獎項結果將以選舉評審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主辦機構保留修改獎項規則的權利。如
有任何關於獎項的爭議，主辦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
5. 保安公司遞交參選表格後，即表示完全同意以上細則。
獎項
1. 三類牌照的保安公司組別均設：金、銀、銅及優異獎（數量不限，只需達到所需分數便獲
頒獎）。
2. 第一類別牌照（保安護衛服務）的保安公司組別設：金獎(評分達 80 分或以上)、銀獎(評
分達 70-79 分)、銅獎(評分達 60-69 分)及優異獎(評分達 50-59 分)。
3. 第二類別牌照（武裝運送服務）的保安公司組別設：金獎(評分達 80 分或以上)、銀獎(評
分達 70-79 分)、銅獎(評分達 60-69 分)及優異獎(評分達 50-59 分)。
4. 第三類別牌照（安裝、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設計附有保安裝置的系統）的保安
公司組別設：金獎(評分達 80 分或以上)、銀獎(評分達 70-79 分)、銅獎(評分達 60-69 分)
及優異獎(評分達 50-59 分)。
5. 而評審委員會會考慮參選公司按下列評審準則第 6－8 項所提交的資料評定金、銀、銅及
優異獎的得獎公司。
6. 得獎公司名單將於頒獎禮後上載於保安服務最佳培訓獎網頁。有關超連結將同時加載於香
港警務處及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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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1. 積極支持保安服務從業員培訓 (70%)
甲

乙

丙

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培訓
百分比

參與保安培訓的保安服務從業員
#
平均培訓時數

得分

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培訓百分比=(i/ii)x100%
(i) 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保安培訓平均人數*

不少於 20%
>20%-40%

平均培訓時數=(iii/i)
(iii) 保安培訓總時數
(i) 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保安培訓平均人
數*
不少於 5 小時
>5 小時-10 小時

>40%-60%

>10 小時-15 小時

>60%-80%

>15 小時-20 小時

>80%-100%

>20 小時-25 小時
或以上

(ii) 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

符合(甲)及(乙)條件獲得基本 20 分

符合(甲)或(乙)條件額外獲得 20
分

同時符合(甲)及(乙)條件額外獲得
40 分

符合(甲)或(乙)條件額外獲得 30
分

同時符合(甲)及(乙)條件額外獲得
60 分

符合(甲)或(乙)條件額外獲得 40
分

同時符合(甲)及(乙)條件額外獲得
80 分

符合(甲)或(乙)條件額外獲得 50
分

同時符合(甲)及(乙)條件額外獲得
100 分

註
*

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保安培訓平均人數指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間 12 個月內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保安培
訓的平均人數。
例：10 月份參與保安培訓人數為 200 人，12 月份參與保安培訓人數為 300 人，1 月參與保安培訓人數為 100 人，4 月參與保安
培訓人數為 100 人，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保安培訓平均人數=[200+300+100+100]/4=175 人。

** 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指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間 12 個月內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以每月月尾保

安服務從業員人數結算日。
例：1 月 31 日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為 400 人，2 月 28 日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為 600 人， 3 月至 12 月每月保安服務從
業員人數為 700 人。全年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400+600+(700x10)]/12=667 人。
#

參與保安培訓的保安服務從業員平均培訓時數
例一：10 名保安服務從業員參加 100 小時保安訓練。參與保安培訓的保安服務從業員平均培訓時數 = (10 人 x100 小時)/10 人=100
小時
例二：5 名保安服務從業員分別接受 10 小時、20 小時、30 小時、40 小時及 50 小時保安訓練。參與保安培訓的保安服務從業員
平均培訓時數 = (10+20+30+40+50)/5=30 小時。

2. 管理級職員參與程度 (18%)
高級管理人員或前線管理人員曾參與保安培訓課程設計、履行保安培訓課程工作或保安
培訓課程評估等，可獲得此部份分數，最多 18 分，保安公司須提交有關文件作實。
3. 補充資料 (12%)
保安公司如能提供其他補充資料，例如曾獲頒發的培訓獎項、保安培訓課程材料、手冊、
計劃等可獲得此部份分數，最多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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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公司培訓資源
參選保安公司在填寫所需資料前之注意事項：
i.

請以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為計算時期。

ii.

參考之培訓課程可包括﹕

培訓導師的訓練

保安系統

管理及督導

語言

專業知識(例如: 防止罪案、人群控制、活動管理)

專門保安知識 (例如: 槍械及武器使用、解款、要員保護、護衞犬管理員訓練)

其他技巧(例如: 防火、急救、健康及安全、顧客服務、溝通技巧)

其他有關保安人員的專業課程

iii.

只限內部職員培訓〈由公司或外間培訓機構提供〉，參選保安公司對其他公司提供的
培訓不可計算在內。

iv.

請注意下列培訓課程並不納入計算之列﹕
-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下的入職前 16 小時培訓課程
- 提供第 II 類保安服務的保安公司車隊人員初級基本課程
- 提供第 II 類保安服務的保安公司車隊指揮訓練課程
- 第 I 類公司的中央警報監察站服務課程

遞交表格:
1.

請填妥參選表格第一至四部份所須的資料後(第三部份由 貴公司自行決定是否提
交)，寄回香港新界青衣青衣路 20A 號 6 樓，「保安服務業訓練委員會」秘書處收。信
封面請註明 <2012 保安服務最佳培訓獎選舉>。

2.

截止報名參選日期 : 2012 年 12 月 14 日（以截郵日期為準）。

3.

得獎保安公司將獲專函通知並會獲邀出席在 2013 年 3 月 15 日於警察總部舉行的頒獎典
禮接受頒獎。

4.

查詢電話: 3907 6730
網址: http://www.vtc.edu.hk/sstb/b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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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1.

公司名稱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公司名稱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公司地址：

4.

公司負責人

5.

6.

公司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

參選組別
 第一類別牌照
(請以號
保安護衛服務
在方格中表示)
牌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

7.

提供保安服務
職員數目

 1 - 500 人

 第二類別牌照
武裝運送服務

 第三類別牌照
安裝、保養及／或修理保
安裝置及／或設計附有
保 安裝置的系統

牌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

牌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

 501 人或以上

員工培訓資料
8.

貴公司於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間曾舉辦之保安培訓課程：
日期

*如上述空間不足，請自行預備紙張補充

9.

參與保安服務從業
員人數

課程名稱

保安培訓
時數

總數

貴公司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間參與保安培訓平均人數 *

10. 貴公司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間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 **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註
*

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保安培訓平均人數指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間 12 個月內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保安培訓的平均人
數。例：10 月份參與保安培訓人數為 200 人，12 月份參與保安培訓人數為 300 人，1 月參與保安培訓人數為 100 人，4 月參與保安培訓人
數為 100 人，保安員參與保安培訓平均人數=[200+300+100+100]/4=175 人。

** 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指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間 12 個月內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以每月月尾保安服務從業員
人數結算日。例：1 月 31 日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為 400 人，2 月 28 日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為 600 人，3 月至 12 月每月保安服務
從業員人數為 700 人。全年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400+600+(700x10)]/12=6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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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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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百分比
[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保安培訓平均人數 / 平均保安服務從業員人數 x 100%]

_______________

＃

保安服務從業員平均培訓時數
[保安培訓總時數 / 保安服務從業員參與保安培訓的平均人數]

_______________

註
#

參與保安培訓的保安服務從業員平均培訓時數
例一：10 名保安服務從業員參加 100 小時保安訓練。參與保安培訓的保安服務從業員平均培訓時數 = (10 人 x100 小時)/10 人=100 小時
例二：5 名保安服務從業員分別接受 10 小時、20 小時、30 小時、40 小時及 50 小時保安訓練。參與保安培訓的保安服務從業員平均培訓
時數 = (10 小時+20 小時+30 小時+40 小時+50 小時)/5 人=30 小時。

二.

管理級職員的參與
如 貴公司管理級職員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間，有參與下列職員培訓項目，請在方格
內以號表示：
高級管理人員

 設計培訓課程

 教導培訓課程

 評估培訓課程

前線管理人員
(例如保安經理、運作
經理、保安中心主管)

 設計培訓課程

 教導培訓課程

 評估培訓課程

請另備紙補充有關人員的參與詳情，以作參考。
三.

其他資料
如 貴公司有其他補充資料(必須在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9 月獲發)，例如曾獲頒發的培訓獎項、培訓材料、
手册、計劃等，請於以下位置提供。如空間不足，可另備紙張補充。資料內提及的培訓奬項、培訓材料、手
册及計劃等，請提供副本以作參考。

四.

聲明
(i) 本人謹此聲明本參選表格內所填報的事項，全部屬實，且正確無訛。
(ii) 本人明白若填報虛假失實的資料，是項參選資格會被取消。
(iii) 本人同意向主辦機構提交有關之證明 (例如:培訓課程的出席記錄、教材等)，並同意主辦機構在有需要時
與本人會面或探訪。

公司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