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0 註册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 》輔導講座

--------------------------------------------------------------------------------------------------------------------------------------------------------------------

主辦機構：
主辦機構：

香港工程師學會
仲會員事務委員會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Safety Specialist Committee

支持機構
支持機構：
機構：
講座介紹：
講座介紹：
在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CEPA) 的框架下﹐香港工程界與內地同行合作與發展更加廣泛。
爲了推動內地與香港工程界的合作，國家人事部批准，自 2005 年起，香港居民可以參加有關註册工程
師執業資格考試。其中，《註册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將於 2010
2010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接受香
港的專業人員報名，並定於 2010
2010 年 9 月 4 日至 5 日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一年一度的考試。
爲了協助香港工程業界人士參加考試，獲取註冊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從 2005 年開始每年，由香
香
港工程師學會仲會員事務委員會、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中國研究生會和
港工程師學會仲會員事務委員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安全工程專責事務委員會、香港中國研究生會
香港中國研究生會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主辦及建造與工程專業發展中心
建造與工程專業發展中心支持,舉行「
「 註冊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輔導講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建造與工程專業發展中心
註冊 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輔導講
座」 ，邀請到國家安全總局研究中心之專家授課，幫助各考生爲註冊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作好準
備，已有參加輔導講座的考生成功通過
成功通過註冊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
成功通過
教師將憑藉豐富的註册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和出題經驗，重點講授考試的內容、出題形式以
及作答技巧等，務求協助參加註册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的業界人士，能有效和快速地掌握考試的重
點內容和答題技巧，親身體驗實際考試方式。

講座特點：
講座特點：
 由國家安全總局研究中心聘請的職業安全專家授課。
 結合去年註册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試題，重點講解考試大綱內容、要求、考試範圍及其要
點，以及講授考試的內容、出題形式、作答技巧等。
 講座內容包括：職業安
職業安全的法律法規
職業安全的法律法規、安全生産管理知識
全的法律法規 安全生産管理知識、安全生產技術
安全生産管理知識 安全生產技術、安全生產事故案例分
安全生產技術 安全生產事故案例分
析 四科，重點知識和案例剖析，同時通過講解答題要領及進行强化練習，以提高學員的解題能
力，增加考試成功機會。
 提供以往註冊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試題
考試試題、考試大綱
考試試題 考試大綱和詳實的輔導教材
考試大綱 詳實的輔導教材。
詳實的輔導教材
凡

特別優惠

主辦機構
支持機構

之 會員報讀，
會員報讀，可享有

八折優惠!!
折優惠!!

學費只需 HK$2,400
上課日期：
上課日期： 2010
2010 年 5 月 29、
29、30 日、6 月 5、6 日 逢星期六和星期日

名額 30 人
額滿即止

上課時間
上課時間：
時間： 上午 10:00
10:00 – 1:00 下午 2:00 - 5:00 （共 24 小時）
小時）
學

費： 主辦和支持
主辦和支持機構會員
和支持機構會員:
機構會員:$2,400

非會員:
非會員:$3,000

上課地點：
上課地點： 香港 灣仔 灣仔道 230 號佳誠大廈 11 樓 中國高校聯合會

考試報名服務:
考試報名服務: 提供報名表格、核對報名資料、呈報報名資料給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廣東省專業技術
人員考試中心授權考試資格確認點）

--------------------------------------------------------------------------------------------------------------------------泛亞教育交流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交流中心

查詢電話： 2895 2260

傳真：2185 6201

網站：www.ape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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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講座報名表格
本人欲報讀「註冊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輔導講座」：
2010
29、
 輔導講座 ((20
20
10 年 5 月 29
、30 日、6 月 5、6 日 逢星期六和星期日)
逢星期六和星期日)
 需要協助
需要協助網上報名服務
協助網上報名服務 （務必於 5 月 14 日提交報名資料，請見報名指南）
繳費方法：
繳費方法：  現金 ( 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支票 ( 號碼：______________ 付款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銀行入數 註：只適用於不需要考試報名服務
個人資料
姓

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機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部份由本中心填寫
編號：

經辦人：

報名須知：
報名須知
1. 名額有限，額滿報名即止。
2. 報名時間：2010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22 日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00 - 1:00，下午 14:00–17:30；
逢星期六 10:00 - 1:00，假期除外。
3. 付款方法：
(1) 需要協助網上考試報名服務，親身到本中心，以現金或支票報名；
(2) 不需要考試報名服務，可選擇以支票繳付學費，請填妥講座報名表格連同劃綫支票寄往本中心，
支票抬頭請寫：「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或 “Asian Pacific Education Exchange Centre”
Centre”；
(3) 不需要考試報名服務的報名者亦可到各中國銀行分行，將學費存入「
「泛亞教育交流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交流中心」
中心」
(戶口號碼：
戶口號碼： 012012-74646-0-002650
0026502650-9) 及傳真至 2185 6201 或 郵寄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38 號威享大廈
13 樓 B 室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4) 報名一經取錄，所繳學費恕不退回。
(5) 本中心將保留更改和取消講座安排的權利，並無須預先通知。
(6) 報名表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只用作有關報讀講座事宜。
泛亞教育交流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交流中心

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38 號威享大廈 13 樓 B 室
電話：2895 2260
傳真：2185 6201 電郵：info@ape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