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03 月至 04 月

                         通訊 

活動預告

2017年 3月 11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講座 - 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和    

檢視環球政治和經濟形勢  

2017年 4月 8日： ASEP社會服務/醫療服務 -《健樂中醫藥》@ 黃大仙

2017年 4月 13日： 高中學生升學導向及體驗活動 @ 城市大學

2017年 4月 17日： ASEP/CICPA合辦考察廣州南沙自貿區及與當地企業交流團 

2017年 5月 13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講座 - 投資市場分析和預測

2017年 6月 10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講座 – 再生能源的應用及

   實例、環保汽車的發展

活動預告詳情

2017 年 3 月 11 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 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和     

   檢視環球政治和經濟形勢   

現今從事國際貿易、資金管理，在處身於千變萬化及極為波動的經濟環境。如能

在複雜的全球經濟中懂得觀察和分析環球資本市場的信息、數據，對市場中、短、

長期走勢及波動有清晰的理解，便能在工作上及生活上爭取有利位置｡

註冊辦事處: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Registered Office: Unit 1501, 15/F., May May Building, 683-685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HK.

電話 / Telephone: +852 2393 4034      電子郵件 / E-mail: info@asep.org.hk



內 容 簡 介：

講座大綱 :

- 分析 2016 年來離岸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和原因；

- 檢視環球政治和經濟形勢變化；

- 展望 2017 年的離岸人民幣匯率的去向；

- 對企業經營的影響並注意的要點。

講 座 日 期： 2017 年 3 月 11 日 (星期六)    

時 間：1:00 pm 至 3:30 pm (12:55 pm 開始辦理登記)

地 點：香港灣仔會展地下，貿發局中小企服務中心

報 名：請登入本會網站下載報名表格

費 用：全免

持續進修小時：2.5 小時  (需要預先通知本會準備持續進修証書)

查 詢：郭小姐 (Tel: 2393 4034, Fax: 2789 4078, email: info@asep.org.hk)

講者簡介：

陳世雄會計師

陳世雄會計師是一名資深專業會計師，擁有二十多年的專業會計、銀行及

工商業經驗。中外企業企業促進聯會教育及培訓委員會主席

現正提供財務、管治和風險管理等咨詢和培訓服務。他擁有工商管理碩士。

並正修讀金融學博士。他是香港會計師專業協會創始成員,現時為名譽司庫。

名額有限，先報名先得，本會會員優先。

備註 : ASEP 保留最終修改以上活動的任何內容的權利

註冊辦事處: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Registered Office: Unit 1501, 15/F., May May Building, 683-685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HK.

電話 / Telephone: +852 2393 4034      電子郵件 / E-mail: info@asep.org.hk



2017年 4月 8日 : ASEP社會服務/醫療服務組主辦《健樂中醫藥》@ 黃大仙

本會提倡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社會和諧關係。工商界是社會經濟的支柱，在拓展

工商業界利益的同時，也需承擔一定社會責任，使人在知識、文化修養和創新思

維上保持一定的競爭力，能拉近人與人的距離，使人對社會有認同感，便更願意

回饋社會，使社會更加和諧繁榮。 

本會邀得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ISS國際社會服務社合辦，並得到一群熱心服

務社會的企業、組織和人士的支持，在 2015年年中首辦《健樂中醫藥》社區服

務。

先後到了中老年獨居長者較多的深水埗區、天水圍區、上水區，己為接近 300名

中老年獨居長者免費做身體檢查、由註冊中醫師面診及提供強身健體的飲食建議

和藥方。又得到廣州八段錦師父兼營養師鄧超輝師父來港親自教授參加者強身健

體的八段錦主要招式及講解養生之道，如何提升自理能力。  

現再接再厲，已定於4月 8日再次聯手國際社會服務社、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師生及校友會、黃大仙李求恩中學、一群關愛長者的商業機構 (理寶有限公司、

eNano、Happy-Retired等機構)、中學生到黃大仙區為該區基層長者做八段錦示

範及飲食養生講解、基本身體檢查、檢查認知障礙測試、中醫義診、練習八段錦

等保健活動，鼓勵長者保持身心康泰，擁抱豐盛晚年。

2017年 4月 13日： 高中學生升學導向及體驗活動 ~ 參觀城市大學

了解多媒體教學、會計商科等課程之內容、教學、實習、就業機會等

活動目的： (1) 啟發學生對未來升學的期盼及展望

(2) 鼓勵學生對未來升學及早規劃及定下學習目標

(3) 透過參觀活動，了解更多大學升學資訊

 

活動日期： 2017年4月13日 (星期四)

活動時間： 上午9時至下午一時

活動地點： 城市大學相關學系

活動對象： 約六十名中四至中五學生

註冊辦事處: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Registered Office: Unit 1501, 15/F., May May Building, 683-685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HK.

電話 / Telephone: +852 2393 4034      電子郵件 / E-mail: info@asep.org.hk



2017年 4月 17日： ASEP/CICPA 合辦 考察廣州南沙自貿區及與

                     當地企業交流團 

為使本會會員進一步了解國內各主要城市的發展情況和各主要促進經貿的優惠政

策、措施等，本會正積極為會員爭取多方面的機會，包括返國內及外地考察其經

濟情況及營商環境、投資及工作的優惠政策、與內資及外資示範企業的管理層交

流，以提升和加強會員的國際視野、發掘可發展企業及個人業務和商機。

繼去年本會成功主辦了《深圳市前海考察團》及《珠海市橫琴自貿區考察團》，

現定於2017年4月17日，主辦《廣州市南沙自貿區考察團》。參觀行程包括: 

– 游艇會

– 自郵行跨境電商商城

– 南沙大酒店(用午餐地方)

– 廣汽丰田汽車有限公司

– 沙仔島汽車碼頭

– 明珠灣規划展覽館

– 南沙區市府

活動日期及時間：2017年4月17日(星期一) 

香港出發： 8:00 am (7:50 am 灣仔上車)

回程時間： 5:00 pm 南沙上直通巴士出發回港 

報名及費用：需要在2017年3月30日之前交回填妥的報名表及寄來或交來支票

HK$400 到 ASEP辦事處，作為留位保證金。在當日出發時，出席者將獲發還該支

票，缺席者，其留位押金將被沒收，不獲發還。  

持續進修小時 : 7個 CPD 小時 

名額：30 名 (先報名先得，只限於CICPA會員及ASEP會員參加)

報名:交付HK$400予 ASEP (匯豐銀行賬号 124179011001，及電郵入賬憑證至

  info@asep.org.hk (或傳真 27894078) 提供:參加者中文名、電話、付款証明

註冊辦事處: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Registered Office: Unit 1501, 15/F., May May Building, 683-685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HK.

電話 / Telephone: +852 2393 4034      電子郵件 / E-mail: info@asep.org.hk



2017 年 5 月 13 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 資本及証劵市場的

                      分析和預測 

內 容 簡 介：

1. 資本市場未來短期到中期的預測；

2. 証劵市場未來短期到中期的預測；

3. 個別產業資本市場推介；

4. 美元強勢下，其他主要外幣走勢分析；

5. 主要商品的走勢分析及對製造業的影響及如何對沖和避險方法。 

講 座 日 期： 2017 年 5月 13日 (星期六)    

時 間：1:00 pm 至 3:30 pm (12:55 pm 開始辦理登記)

地 點：待定

報 名：請登入本會網站下載報名表格

費 用：全免

持續進修小時：2.5小時  (需要預先通知本會準備持續進修証書)

查 詢：郭小姐 (Tel: 2393 4034, Fax: 2789 4078, email: info@asep.org.hk)

講者簡介：

龍飛雲先生

龍飛雲先生。現職證券行執行董事，擁有超過 20年資本及証劵市場 的實戰經驗，

善長利用技術分析尋找及投資有潛力的板塊、 股票及各地基金，從而增加勝算

的機會。

龍先生，在觀察市場買賣數據中，設計出一套獨特的分析理論， 在大戶與散戶

之間的角力數據中尋找後市的方向，對市場中、短、 長期走勢及波動有清晰的

見解。亦常在網誌中發表預測投資市場轉勢 的時機，提醒投資者規避風險。

備註： (1) 由於上述各活動之名額有限，取錄方式為先報名先得；

                 (2) ASEP 保留最終修改以上活動的任何內容及條款及取消活動的權利

註冊辦事處: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Registered Office: Unit 1501, 15/F., May May Building, 683-685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HK.

電話 / Telephone: +852 2393 4034      電子郵件 / E-mail: info@ase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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