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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n exempted course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本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These are exempted courses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這些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ese courses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這些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The course operator is applying for exemption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課程主辦人正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辦理豁免註冊手續。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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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Governance
企業管治

Certificate for Module
(Company Secretarial Practices)
Programme Code: AC081A

2867 8485 / 2867 8407

acgp@hkuspace.hku.hk

The role of a company secretary becomes more important nowadays, especially 
those working in listed and non-listed companies in Hong Kong. Company secretary 
helps to promote best practices, and advis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regulatory and legal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Thus, a company 
secretary possessing good company secretarial knowledge would enable one to 
gain a competitive edge in ones career path.

HK$4,200 2 months

Level 3 (Reg. No.: 19/001050/L3) Validity Period: 01 Aug 2019 - on-going

風水論辦公室及家居財富（基礎）
課程編號：ACCT9238

2867 8485 / 2867 8407

fsaw@hkuspace.hku.hk

辦公室的格局設定是身不由己，有時可能會缺乏正能量的製造，但如何能在惡劣環
境扭轉乾坤，優化辦公室的環境及製造正能量，就是要靠風水學，了解到製造正能
量的方法，既可幫助自己，更可幫助其他人逃出負能量的窘境。此外，正能量的風
水原則佈置更能帶量財氣，利於買賣，能帶來生意興隆的好風水環境。

HK$4,100（*學費並不包括考察費用，考察費用需另行自費）

2個月

風水論辦公室及家居財富（進階）
課程編號：ACCT9239

2867 8485 / 2867 8407

fsaw@hkuspace.hku.hk

辦公室的格局設定是身不由己，有時可能會缺乏正能量的製造，但如何能在惡劣環
境扭轉乾坤，優化辦公室的環境及製造正能量，就是要靠風水學，了解到製造正能
量的方法，既可幫助自己，更可幫助其他人逃出負能量的窘境。此外，正能量的風
水原則佈置更能帶量財氣，利於買賣，能帶來生意興隆的好風水環境。

HK$4,400（*學費並不包括考察費用，考察費用需另行自費）

2個月

風水論辦公室及家居財富（高階）
課程編號：ACCT9240

2867 8485 / 2867 8407

fsaw@hkuspace.hku.hk

辦公室的格局設定是身不由己，有時可能會缺乏正能量的製造，但如何能在惡劣環
境扭轉乾坤，優化辦公室的環境及製造正能量，就是要靠風水學，了解到製造正能
量的方法，既可幫助自己，更可幫助其他人逃出負能量的窘境。此外，正能量的風
水原則佈置更能帶量財氣，利於買賣，能帶來生意興隆的好風水環境。

HK$4,900（*學費並不包括考察費用，考察費用需另行自費）

2個月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環境、社會及管治

證書（單元：ESG系列之綠色債券及氣候投資）
課程編號：FN076A

報名代碼：2035-FN076A

2867 8476 finedec@hkuspace.hku.hk

本課程旨在教授學員認識綠色債券最新的發展前景及發行策略。課程包括介紹香港
債券市場及債券通給香港市場的投資機遇，了解氣候投資對香港金融市場發展的重
要性，及教授實務發行綠色債券的技巧及策略。完成課程後，學生應能夠討論香港
債券市場及綠色債券發展前景，闡述氣候投資的原則及政策及分析綠色債券發行的
策略及其可行性。

申請人應該完成香港中學會考課程或香港高中課程。
申請人如持有其他同等資格，學院將按個別情況考慮。

HK$7,500
報名費用：HK$150

30小時 粵語，輔以英語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2/000018/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2年2月1日 - 持續有效

證書（單元：財富增值系列：ESG投資法）
課程編號：FN059A

報名代碼：2045-FN059A

2520 4612 finsc@hkuspace.hku.hk

課程旨在教授學員認識環境、社會和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的概念與因素，了解有關ESG投資機遇與可持續發展投資市場及產品，研
究企業在環境、社會和管治方面的表現及洞悉其投資價值。此外，本課程也會指導
學員就有關環境、社會和管治及可持續投資的產品進行分析及選擇。完成課程後，
學員能夠選取自己的投資產品以作策略投資部署。

申請人應該完成香港中學會考課程或香港高中課程。
申請人如持有其他同等資格，學院將按個別情況考慮。

HK$5,500

5個星期 粵語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1/000247/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1年5月1日 - 持續有效

證書（單元：財富增值系列：綠色金融與
社會責任投資）
課程編號：FN065A

報名代碼：2040-FN065A

2520 4612 finsc@hkuspace.hku.hk

課程旨在教授學員認識綠色金融及社會責任投資（SRI）的概念，了解綠色金融及社
會責任投資的發展趨勢，介紹有關SRI及綠色金融的投資產品及洞悉其投資價值。
此外，本課程亦會指導學員就有關SRI及綠色金融的投資產品進行分析及選擇。完
成課程後，學員能夠選取適合自己的投資產品以作策略投資部署。

申請人應該完成香港中學會考課程或香港高中課程。
申請人如持有其他同等資格，學院將按個別情況考慮。

HK$5,500

30小時 粵語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1/000554/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1年9月1日 - 持續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