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專業保安協會-香港分會
國際專業保安協會(香港) 合辦

保 安 從 業 員 在 工 傷 保 險 索 償 上 的 個 案 分 享 及 研 討 講 座 (上 集 )
 日期 :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星期四)
 時間 : 晚上七時至八時三十分
 主講人 : 余健南先生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一般保險業務董事；
香港保險業聯會預防及偵察保險詐騙專責小組主席
 地點 : 香港灣仔駱克道 3 號香港小童群益會 501 室
 內容 : 工傷保險索償對保安業之影響；索償及欺詐個案分享
 對象 : 保安/物業管理公司人員及保安業導師、硏究員、執法機關/
對保安有興趣的人士
 報名 : APSA : info@apsahk.org 或傳真 2997 6733。
IPSA : info@ipsa.com.hk 或傳真 2591 4309。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費用 : APSA/IPSA 會員全免、其他人士: 港幣$50 (包括電子聽講証書費用)
 截止 :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星期六)
 查詢 : APSA 請電 2326 6366 或 IPSA 請電 2205 0418
主講人簡介
余先生現為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一般保險業務董事。余先生擁有超過 35 年一般保險業的
經驗，於承保、產品定價、再保險業務、索償儲備、產品研究及開發各方面皆擁有豐富
的管理經驗。
余健南先生現任香港保險業聯會管治委員會和一般保險總會委員，防止賄賂條例下披露
佣金要求專責小組主席、預防及偵察保險詐騙專責小組主席、保監處獨立專責小組主席。
余先生更擔任多個專責小組的委員，包括：中央保險資料庫專責小組、更緊密經貿關係
安排專責小組、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專責小組、檢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專責小組和
一般保險總會轄下從保險角度研究如何協助香港發展成為海事航運中心專責小組。
余先生一直積極參與業界事務，並為多個團體服務，包括出任保險公司（僱員補償）無
力償債管理局和香港汽車保險局委員、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管理局有限公司理事會理事，
以及保險索償投訴局理事會理事和名譽顧問。

國際專業保安協會(香港)
亞洲專業保安協會-香港分會合辦
Case Sharing Workshop for Industrial Accident Claims in
Security Industry Jointly Organized by APSA/ IPSA (Part 1)

保安從業員在工傷保險索償上的個案分享及研討講座（上集 ）
Date: Thursday, 6th December 2012
日期 :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星期四)
Time: 7:00 p.m. to 8:30 p.m.
時間 : 晚上七時至八時三十分
Venue:“The Boys’and Girls’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Rm 501, 3 R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地 點 : 香港灣仔駱克道 3 號香港小童群益會 501 室
Charge: Free of charge for members of APSA/ IPSA.
Guest: HK$50 per head and Inclusive of Electronic Certificate
費 用 : APSA/IPSA 會員全免、其他人士: 港幣$50 (包括電子聽講証書費用)
Speaker: Mr. Allan YU
ACII Chartered Insurer.
Director, General Business, Zurich Insurance Company Ltd..
Governing Committee Member,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Insurers.
主講人 : 余健南先生
Registration Deadline: Saturday, 1st December 2012
截 止 日 期 :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星期六)
-------------------------------------------------------------------------------------------------------------------------------------To: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ecurity Association (Hong Kong)
Date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致: 國際專業保安協會(香港) (Ref: 20/11/2012)

Activity Booking Form 活動報名表格

□ Yes, I would like to attend. 我想參加。
□ I would like to invite ______guest(s) to attend.

我想邀請______名賓客出席。

Name of Member 會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員编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s) of Member’s Guest(s) 賓客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No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No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s)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te : IPSA will email confirmation via the above address three days prior to the event date.
備註：協會將於活動三天前電郵確認通知至上述郵址。)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式:
1) You can directly bank in the amount to below bank accounts: 款項直接存入本會於匯豐銀行帳戶，帳戶號碼：
541-866836-001 連同銀行入數紙傳真至本會確認報名手續 (Fax 傳真號碼 : 2591-4309 或 Tel: 致電本會 :
2205-0418 或 e-mail 電郵 info@ipsa.com.hk)
2) Crossed cheque payable 劃線支票抬頭人：“國際專業保安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或 “T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ecurity Association (Hong Kong) Ltd” Sent GPO Box 1852, Central, Hong Kong 交回香港中環中央郵箱 1852 號
Cheque No.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Amount面額：HK$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正
Bank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