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簡介
作為紀律部隊指揮官／保安機構經理，面對極富挑戰性的工作和時刻突變的環境，除了要與前線人員保持有效溝通外，亦要建
立正確的機構價值觀，並有效運用不同的領導模式和溝通技巧，帶領團隊實踐機構的願景與使命。因此，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特
意邀請在上述範疇擁有專業知識及經驗的專家學者，為有志成為紀律部隊指揮官／保安機構經理的人士，度身設計這項專業行
政文憑課程。

課程目標
學員完成這項課程後，應能：
‧	 清晰了解指揮官在部隊的角色和使命；
‧	 理解部隊／機構的願景、使命和價值觀對部隊／機構的重要性；
‧	 掌握並能在機構內有效運用適當的領導模式、管理技巧和溝通技巧帶領下屬實踐機構的願景與使命；及
‧	 發揮指揮官的專業知識和才能，有效帶領下屬處理嚴重罪案，以及借助法證專家在現場搜證、並將有關的直接證據呈上	

法庭。

課程特色
本文憑課程透過管理個案分析及小組討論，協助學員了解工作間的人事管理難題，從而掌握實用的督導管理技巧。此外，課堂
亦設多個面對上司和下屬的溝通情景，學員透過現場演說、角色扮演和導師回饋，改進個人用詞和表達技巧，提升溝通能力。

適合修讀人士
‧	 紀律部隊／保安機構現職領導人員
‧	 有抱負，並準備參加晉升紀律部隊指揮官／保安機構經理職級最後遴選面試的人士
‧	 曾報讀紀律部隊相關證書課程的人士

費用 （包括講義）

本會會員：HK$9,000	
非		會		員：HK$9,900
團體報讀優惠
二人或以上同時報讀可享團體優惠，每人可減 $300，即會員費用：HK$8,700；非會員費用HK$9,600。申請人需集齊所有人的
報名表，一同繳交。單獨交表或不同時間交表，恕不當團體報讀處理。

授課語言 	

本課程以中文 ( 廣東話 ) 為授課語言
講義以中文為主。

出席規定
每一學員在每一學科的上課節數不能少於總節數的百分之七十，否則將會被取消資格，該科必須重讀，學費亦須重繳。	

重做及重修
學員如期終成績不合格，必須在課程完結前重做管理項目（費用為港幣 $550）。學員如放棄重做，或重做未能合格，則須重
修該科，費用亦須重繳。

文憑頒授
學員修畢三個科目及管理項目合格，可獲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頒授「部隊指揮官訓練專業行政文憑」。

上課地點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李嘉誠專業進修書院	
九龍旺角 ( 西 ) 海泓道 8號	
( 富榮花園側　油麻地MTR	B2 出口轉 43M專線小巴或奧運MTR	D 出口 )

Executive Diploma in 
Commander Training for Disciplinary and Security Forces

部隊指揮官訓練專業行政文憑課程

https://www.hkma.org.hk/html/program/form/form_ansi.asp?prog_no=EDCT&student_title=N


課程內容

科目一
當代紀律部隊領導模式
Contemporary	Leadership	Models	of	Disciplinary	Forces
‧	 當代領導模式簡介
‧	 履行及應對利益相關者的多樣化需求
‧	 與社區融合
‧	 制定行動計劃，打擊主要罪案
‧	 評估面對的挑戰和怎樣克服挑戰
‧	 在社區建立積極和專業形象
‧	 關心和支持前線人員
‧	 如何帶領下屬實踐紀律部隊／機構的願景與使命

科目二
刑事調查及法證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Forensic	Science
‧	 刑事調查與刑事情報簡介
‧	 在嚴重罪案現場的DNA取證和血濺形態分析
‧	 齒科法醫與法庭科學的緊密關係
‧	 如何運用專業字跡鑑證偵破偽造文件
‧	 制訂有效的行動計劃，以應付嚴重罪案現場情況

講師
講師一
劉建波博士分別在香港及海外著名大學取得工商管理文憑、工商管理學士、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管理藝術碩士、工商管理哲學
博士學位。他曾在軍裝行動部和刑事偵緝部的重案組擔任單位指揮官，服務警隊超過 38 年。憑著其豐富的領導經驗、永不言
敗和鍥而不捨的專業精神，以及現代化的科學分析和邏輯推理，往往能令案件的畫面更為清晰、犯罪者的動機顯現，並能有效
拘控疑犯。劉博士善於利用真實案例，與學員分析前線工作的不同問題，並協助學員找出解決方法。

講師二
黃達民先生曾任職香港政府化驗所法證事務部 20 多年。他在九十年代引進法證 DNA 分析技術於香港使用，貢獻至為重大。
黃先生其後晉升為高級化驗師，負責管理所內其中一個生化小組，適逢當時DNA技術在世界飛躍發展，在他前瞻性的領導下，
將香港政府化驗所有限資源，全數投放在後來成為主流的法證 DNA 技術上，使化驗所能緊貼世界技術發展。其後，他在化驗
所內組織同事學習罪案現場血跡形態分析，培訓血濺分析專才，以協助執法部門分析及重組血案，貢獻良多。黃先生將與學員
分享他在法證DNA分析及血跡形態分析方面的豐富經驗。

講師三
黃恩賜博士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化驗所法證檔專家。他指出，人們常會在支票、信用卡或合同中留下簽名，這些都是一些
個人專屬的字跡證據或記錄。黃博士將會講授字跡鑑辨的演變，以及字跡辨認的核心原則。他亦會與學員分享一宗轟動香港的
字跡及簽名案例	-	王龔如心	VS	王廷歆。

講師四
梁家駒醫生是全球首位華人齒科法醫專家，曾任香港法庭科學會會長、中國法醫學會中央常委、東華學院法庭科學系名譽教授、
國際紅十字會法醫顧問等。他將會講授法證科學的定義、歷史及進程分類，並會與學員分享著名案例，全面介紹法證科學的由
來與價值，以及其相關的科學元素。

上課時間表
本文憑課程包括三個科目，共十五節，合共四十五小時。

科目 上課時間 日期

EDCT-A5101-2019-1-L
當代紀律部隊領導模式

7:00pm	-	10:00pm ( 星期五 )
2019 年 3 月 8,	15,	22,	29 日；4月 12 日

EDCT-A5102-2019-1-L
刑事調查及法證

7:00pm	-	10:00pm ( 星期五 )
2019 年 4 月 26 日；5月 3,	10,	17,	24 日

EDCT-A5103-2019-1-L
紀律部隊與保安機構人力資源管理

7:00pm	-	10:00pm ( 星期五 )
2019 年 6 月 14,	21,	28 日；7月 5,	19 日
(7 月 12 日沒有課堂，敬請注意 )

截止報名日期
2019 年 3 月 3日

查詢
有關查詢，請於正常辦工時間致電 2774-8501( 客戶服務部 )。有關本課程詳情，請電 2774-8554 與 Ms	Candy	Ho 聯絡，或瀏
覽本會網頁：www.hkma.org.hk/pd/edct。

科目三
紀律部隊與保安機構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Disciplinary	
Forces	and	Security	Organizations
‧	 人力資源管理對紀律部隊的重要性
‧	 紀律部隊人力資源計劃和分析
‧	 如何招募及甄選合適人員
‧	 紀律部隊人力資源培訓和事業發展
‧	 紀律部隊的培訓需求分析
‧	 紀律部隊的績效管理
‧	 工作說明書及工作分析與職安健風險評估
‧	 籌辦誠信管理工作坊

https://www.hkma.org.hk/html/program/form/form_ansi.asp?prog_no=EDCT&student_title=N


報名表格

部隊指揮官訓練專業行政文憑課程 2019 年 3 月 8 日至 7 月 19 日 (EDCT-A2533-2019-1-NL)

Executive Diploma in Commander Training for Disciplinary and Security Forces
EDCT-A5101-2019-1-L     EDCT-A5102-2019-1-L     EDCT-A5103-2019-1-L 
課程費用   本會會員：HK$9,000    非會員：HK$9,900

團體報讀優惠
二人或以上同時報讀可享團體優惠，每人可減 $300，即會員費用：HK$8,700；非會員費用 HK$9,600。申請人需集齊所有人的報名表，
一同繳交。單獨交表或不同時間交表，恕不當團體報讀處理。

*  申請人須以正楷填寫中英文資料及香港身份證號碼，否則所得的「管理進修學分」將不會被紀錄。本會將根據表格上之資料頒發證書。

姓名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英文 )Mr/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會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性質 ( 請指明，例如：玩具製造業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範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公司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住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文傳真 ( 公司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金額：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   □ 博士     □ 碩士   □ 學士   □ 管協文憑    □ 其他院校文憑

    □ 預科     □ 中五   □ 其他（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　 與本課程有關之工作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推薦人姓名及職位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電子郵箱／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支付：　　□ 個人 　　　□ 公司 ( 如未有附上支票 / 付款收據，請填寫下列資料 )

　　　　　　　　本人所屬公司承諾支付學員所報讀課程的費用
　　　　　　　　聯絡人姓名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印章及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哪裡最先知道此課程：
□ HKMA 電子郵件    □郵寄章程   □報章 / 雜誌廣告 ( 請註明 ):                       
□ 其他網址電郵 ( 請註明 ):           □網頁廣告 ( 請註明 ):                  
□ 搜尋引擎 ( 請註明 ):             □社交媒體 ( 請註明 ):                  
□ HKMA 網頁 ( 從哪裡最先知道此課程 ):                               
□ 地鐵站陳列 ( 請註明 ):      展覽陳列 : □求職廣場職業及教育博覽 (EJEX) □其他 ( 請註明 ):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名義抬頭）於開課前 (不少於五天 )寄回：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香港黃竹坑業興街 11 號南匯廣場 B 座 16 樓      總裁　啟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本會收集及保存個人資料的目的及用途為處理課程報名的申請、安排入讀事宜、學生及本會會員事務、課程研究及統計事宜。
2. 此報名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供本會職員向申請人進行直接促銷活動，包括優惠、培訓及教育課程、獎項及比賽、會員、舊生會、推廣及其他服務及活動。
3. 申請人如欲查閱及 / 或更改個人資料，請向本會提交書面申請。

如不欲接收此聲明第二項所述之本會資訊，請於空格內填上 號，或隨時向本會提交書面申請。 

申請人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在此報名表格及附件中填報的資料，根據本人所知，均屬真確無訛，並授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向有關機構索取有關本人之考試及就讀資料 ( 如需要 )。
2. 本人明白在此報名表格及附件中填報的資料將用於入學評估的過程，亦明白任何虛假陳述、遺漏或誤導性的資料可能令本人申請及就讀有關課程及被錄取的
 資格被取消。
3.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的內容。

報名須知

	報名取錄與否，概由本會審查決定。
 本會收到閣下的報名表格及課程全部費用後，將致電通知。學費收據將於兩星期內寄發。
 除另行通知外，學員請按課程簡章上指定的時間及地點上課。
 在學員人數超過限額的情況下，本會可另設新班，屆時將另行通知學員有關新的上課日期、時間及地點。
 報名及查詢，請於正常辦公時間內致電 2774-8501( 客戶服務部 ) 或以傳真 2774-8503聯絡本會。
 已繳之學費，概不退還。報名者如因事未能出席，可由他人替代，惟必須於課程開課兩天前通知本會。
 本會歡迎傳真留位，但必須於留位後十天內繳交全部費用。如留位日期距開課時間少於十天者，則需於開課前五天繳費，否則作自動取消論。
 申請將於繳款後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保留取消課程及／或更改課程導師、內容、日期、時間、地點及其他細節的一切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本會網址：WWW.HKMA.ORG.HK

注意事項

1. 本人確知課堂上派發之講義僅供本人修習之用。
2. 本人已明白列於報名表格中的所有「報名須知」。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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