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函檔號：TRN-2110002
2021年10月27日
親愛的註冊人士：

持續進修核心及非核心課程（2021 年度最後一次）
金銀業貿易場將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舉辦持續進修課程（合共
3 小時）
，課程資料如下：
時間

課題

時數

講者
趙汝達先生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10:00−11:00
非核心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簡介
廉潔選舉事務統籌

11:00−12:00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對金融界的機遇

12:00−13:00

金銀業貿易場九九金交易及
實金交收

洪為民教授, 太平紳士
非核心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
首席聯絡官

核心

朱偉强先生
 註冊國際投資分析師
（CIIA®)

由於課程名額有限，先報先得，請踴躍報名。
鑑於本港仍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威脅，為避免人群聚集活動，同時亦明
白有少部份從業員未必能以視像方式參與，因此特設 20 個名額可於本場位於上
環孖沙街 12-18 號地下的交易大堂親身出席課程（親身出席名額會因應疫情發展
情況而有所變動），而是次課程主要仍以視像（Zoom Webinar）進行，成功報名
參與課程之人士將獲本場以電郵發出持續進修課程確認通知書（只適用於親身
出席人士）或 Webinar 邀請電郵（只適用於 Zoom Webinar 參與者）。
以視像（Zoom Webinar）參與課程的人士，必須遵守以下條款：
1. 請確保已下載及註冊 Zoom 帳戶；
2. 為保持影像流暢及避免出現斷線情況，請確保使用之網絡穩定連線；
3. 課程 Webinar 將於舉行前開放註冊，請各位於 11 月 24 日或之前確定已註
冊 Zoom 帳戶並且登入課程之鏈結取得核准；
4. 必須使用 Zoom 註冊帳戶的電郵作為課程報名時登記之電郵，本場將以此
電郵統計出席；

5. 課程進行期間， Webinar 會不定時以「投票」功能來確定參與者是否仍在
席，請確保閣下在系統出現「投票」要求的 5 分鐘內作出點擊回應，否則
可能被視為缺席；如因使用網絡版 Zoom，而未能回覆「投票」的人士，
可於「Q&A」位置報到以示在席；
6. 請勿將是次 Webinar 課程的任何部份以實時轉播、現場公開播放或上傳已
錄制視頻播放到任何網絡平台，如有發現，本場保留追究權力；
7. 請勿將是次 Webinar 課程的任何資料、連結及其他素材公開。

親身出席課程的人士，必須遵守以下條款：
1. 報讀人士必須親自上課，嚴禁冒名頂替，本場工作人員有權核對出席者之
身份證明文件，以作核實；
2. 在課程進行期間，請關閉手提電話，請勿閱報、打機、觀賞影片、高聲談
話及作出其他妨礙課程進行的行為；
3. 上課遲到者將會被拒進場，亦不會獲發出席證明，早退者也不會獲發出席
證明；
4. 請遵守以下防疫措施：
a. 課程期間必須一直佩戴口罩；

。
b. 避免身體接觸及盡量與他人保持距離（至少一米）
報讀人士必須參與整個課程，方可於課後以郵寄方式獲發出席證明。隨函
附上報名表格，有意報讀人士請填妥報名表格並連同港幣 300 元現金或支票（抬
頭人『金銀業貿易場』）交回本場註冊部辦理。
為響應環保，減少用紙，本場將以電郵方式取代郵寄信件。註冊人士如欲
以最快方式收到本場資訊，請提供個人電郵地址，若 閣下的工作或個人資料
有任何改變，請填妥「TRF-005 從業員更改地址／電話／電郵表格」通知本場。
如有關於課程之任何查詢，請聯絡本場培訓及註冊部，電話： 3678 0073 /
3678 0099。如對 Zoom Webinar 之使用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場資訊科技部，
電話：3678 0020。
(*因應疫情發展狀況，本場之持續進修課程可能有變動，請報讀人士密切留意
本場發出的電郵。)

金銀業貿易場辦事處 啟

課程講者介紹：
趙汝達先生(Mr. Franklin Chiu)
Mr. Franklin Chiu is the clean election programme coordinator and Regional Officer of
New Territories East region of the Community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ICAC. He is
responsible for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strategies for
nurturing a clean election culture, educating the public on evils of corruption and
enlisting community’s support for the anti-corruption drive.
Mr. Chiu joined the ICAC in 1997. Over 20 years’ of service, Mr. Chiu has served in
different posts specialised in launching integrity promotion programmes for various
targets, including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groups of diverse race and district
organisations. Mr. Chiu studied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obtained
an M.Phil degree in Sociology.

洪為民教授, 太平紳士
洪為民教授現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及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
教授是資深科技及天使投資人，從事電腦工作 30 多年。他現時擔任華人大數據
學會執行主席、香港交通安全會主席、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副會長、香港東盟經濟合作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香港產學研促進會副會長及香港玉山科
技協會副理事長等多職，同時獲世界訊息峰會大獎委員會委任為全球理事會成
員。洪教授也擔任多間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洪為民為
特許資訊科技專業人士、英國電腦學會、香港電腦學會及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
員。
朱偉强先生
註冊國際投資分析師（CIIA®)
曾任職於寳生銀行交易部，滙豐金融服務(亞洲)有限公司助理副總裁，恆生銀行
財資部高級交易員，現職於 ESW Manage Limited 投資組合經理。

本場專用
學員編號：
收表日期：
回覆日期：

《2021 年 11 月 27 日持續進修課程》
報名表格
（金銀業貿易場註冊人士優先報讀及先報先得）
第一部份：個人資料 (必須填寫)
姓名(全名) (必須填寫)：

(中文正楷)
(英文正楷)

X X X (X) 註冊號碼： R

身份證號碼(必須填寫)：
手提電話(必須填寫)：

-

傳真：

電郵地址(必須填寫)：
(如以視像參與課程的人士，此電郵地址必須與註冊 Zoom 帳戶的電郵一
致，本場會以此電郵統計出席)

參與課程方式：

 視像（Zoom Webinar）參與課程
 親身出席課程（由於名額有限，以貿易場回覆確認為準）

是否願意接收課程講者機構的宣傳資訊？

 接受

 不接受

第二部份：公司資料
行員名稱：

編號：

第三部份：付款方式 (報名一經確定，費用概不退還)
 現金港幣 300 元
 支票港幣 300 元 (銀行：

支票編號：

)

〔抬頭：
「金銀業貿易場」／「The Chinese Gold & Silver Exchange Society」
〕

簽署：

日期：

本場收到□閣下之報名後，將以電郵方式發送確認通知書，學員必須核實確認通知書之資
料無誤。
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請致電本場培訓及註冊部 3678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