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註冊財務會計師公會
香港分會

香港會計人員總會

聯合講座

課堂(
課堂(一)

課堂(
課堂(二)

講者:馬洪執業會計師

講者:陸庭華先生

中國註冊會計師及註冊稅務師

香港和解中心副會長
『如何應用調解技巧處理商業爭議』
』

『來料加工企業轉型至外商獨資企業』

'How to apply mediation skills in commercial disputes'

來料加工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將於 2011 年

甚麼是調解[Mediation]?
調解如何協助處理日常糾紛及衝突?
[調解]如何為公司取得雙嬴局面?

6 月 30 日到期， 尚未進行轉型的來料加
工企業怎麼辦？正在辦理轉型的企業應
注意什麼？已經辦理了轉型的企業又應
如何進行經營？

25/5/2011

1/6/2011

19:00-21:00

19:00-21:00

課堂(
課堂(三)
講者:
廖廣生執業會計師
『稅務調查及應變措施』
被調查者有何特點？
為甚麼已成立有限公司仍被稅務調查？
我是否已被納入稅務調查範圍？
當收到展開調查信件應怎麼辦？
被調查者可否獲完全撤銷估稅？
稅務調查和最近報導逃稅判監有何關係？

8/6/2011

19:00-21:00

參 加 單 一 課 堂 可 獲 發 『 CPD 持 續 進 修 』 證 書 2 小 時
參 加 證 書 課 程 可 獲 頒 發 『 中 小 企 增 值 系 列 課 程 』 CPD 證 書 6 小 時
地 點:香港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地下 [專業聯合中心]
請於 5 月 20 日或以前報名登記
查詢電話: 鄒小姐 2833 2022 【info@ifa.org.hk】
廖小姐 2770 1982 【info@apa.org.hk】
支持機構:
支持機構:

IFMA

HKRFP

ICMA

IAE

ITAA

講者簡介:
馬洪執業會計師 Mr Michael Ma
中國註冊會計師及中國註冊稅務師，現任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CICPA)及中國註冊稅務師協會全
國理事，深圳註冊會計師協會及深圳註冊稅務師協會理事，1989 年開始從事中國註冊會計師的
專業工作。1991 年受深圳市政府委派到香港關黃陳方會計師事務所（德勤‧關黃陳方事務所前
身）進行培訓，接受系統的西方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理論及實踐的培訓。1993 年通過全國註冊會
計師考試。於 1995 年取得中國註冊會計師《執業註冊證書》
。 於 2004 年 7 月創辦了中國第一
家個人會計師事務所。
陸庭華先生 Mr Denys Look
陸庭華先生為香港和解中心擔任理事/高級課程導師，擁多年的調解培訓經驗。現任香港城
市信用管理集團董事經理，從事金融管理工作超過 20 年，擁有豐富的信貸與風險管理、人
際及溝通技巧等培訓經驗，對商業糾紛的調解工作尤其熟悉。
陸先生持有英國 Heriot-Watt University 工商管理碩士、美國 Queen’s University of Brighton
榮譽博士、NLP 精神語言程式學執行師、註冊調解員/高級課程導師/評核員;曾主持的課程
及講座包括信用管理課程、調解/和解課程、談判技巧、人際關係學/溝通技巧、身心語言程
式學(Neuro-Linquistic Programming) 及九型人格。
廖廣生執業會計師 Mr K S Liu, FCPA (Practising)
MBA, BA(Hon), FCCA, ACA, FFA,FRFP,FTIHK, CTA(HK), FPNA, Dip(Insolvency)

廖先生為香港執業會計師，擁有超過十七年之稅務及會計經驗，持有會計學士學位及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現為英國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澳大利亞
國家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稅務學會等資深會員；並為多間上市公司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及審查委員會召集人。現任英國註冊財務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副主席。
課程顧問 :
余廣文 BA(Hons), CPA(Practising), FFA, ACA, FCCA, CPA(Aust.), FTIHK, FHKRFP
廖廣生 MBA, BA(Hon), FCCA, ACA, FFA, FRFP, FTIHK, CTA, FIPA, Dip(Insolvency)
王金典 MAcc, MSc, BCom, CPA (Ireland), AAIA ,ACIS, FTIHK, CTA
何文楷 MBA, MPA, BBA, FFA, FAIA, FIPA, FTIHK, FHKRFP, MCMI
溫錦泉 MBA, FFA,FIPA, FTIHK,CTA, FAIA, AHKIArb, Certified Risk Planner
汪耀誠 MBA, FFA, FAIA, ATIHK,CTA, FHKRFP, FCPE
廖保珠 BA(Hons), FFA, FIPA, AAIA, ATIHK,CTA, HKRFP

簡介
The Institute of Financial Accountants was established in 1916 and is one of the oldest body of
Accountants in the world. It represents members and students in more than 80 countries, providing
qualifications for those wishing to work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ancy and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qualified Financial Accountants. The Institute sets technic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for its members. The Institute is an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IFAC) - the global body setting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regulating accountants
around the world. (please visit www.ifa.org.hk for more information)
英國註冊財務會計師公會 (“IFA”)創立於 1916 年，是英國第一大為工商業會計師授予資
格証明的專業機構，也是世界上歷史最長的專業會計師團體之一。 目前在全球 80 多個國家
擁有會員和學員。IFA 的主要宗旨是為社會提供服務於工商業領域的財務會計師人才，並為
這些專業的會計師人才授予會員資格。 (詳情請瀏覽 www.ifa.org.hk )

香港會計人員總會成立於
1997 年，
，致力於會計從業員增值培訓，如舉辦課程、講座及贊助會
香港會計人員總會
計專業團體 / 專上院校獎學金等； 亦定期發表有關最新會計制度及經濟評論，並向有關政府
部門反映對財政預算意見。本會入會費$20.-,普通會員年費$60.- 永久會員會費$300.-。
教育服務方面 :
舉辦培訓課程提升會員於會計及有關方面之知識。
定期舉行學術講座及經驗分享聚會，使會員學以致用，增加就業能力。
參與其他機構舉辦學術活動，以推廣會計學術。
為會員提供有關會計行業之運作及會計教育內容的意見。
頒發獎學金予高等教育院校之會計系學員及會計專業團體/培訓機構之學生或會員。
頒發會計行業的再培訓或延續教育證明書給予曾接受本會學術訓練之會員及參加者。
www.apa.org.hk
永遠榮譽會長 :
李家祥博士 GBS OBE 太平紳士
李啟明 GBS 太平紳士

名譽顧問 :
李鳳英(勞工界)立法會議員 SBS 太平紳士
陳茂波(會計界)立法會議員 MH 太平紳士

榮譽會長
榮譽會長 :
江子榮 MH 太平紳士

何京文大律師 太平紳士
趙麗娟女士 (香港會計師公會 副會長)

黃龍德博士 BBS 太平紳士

左龍佩蘭博士 (聯合國際學院 工商管理學部院長)
黃顯榮先生 (青年會計師發展交流協會會長)
李家欽律師 (教育信託基金 法律顧問)

榮譽副會長 :
鄺國威醫生
冼偉超先生
會長
林兆榮博士太平紳士

姓名 (會員)：請用正楷

會員編號: HKAPA / IFA

姓名 (非會員) ：請用正楷
所屬團體 :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傳真 :

電郵地址 :

(此欄必需填寫)

簽署：

1.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截止報名日期：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單一課堂 (1 堂) : IFA/APA 會員- $150 □
兩個課堂 (2 堂) : IFA/APA 會員- $250 □
證書課程 (3 堂) : IFA/APA 會員- $350 □

CPD Alliance/支持機構會員-$200 □
CPD Alliance/支持機構會員-$350 □
CPD Alliance/支持機構會員-$450 □

□ 課堂一

25/5 來料加工企業轉型至外商獨資企業

□ 課堂二

1/6 如何應用調解技巧處理商業爭議

□ 課堂三

8/6 稅務調查及應變措施

非會員- $280 □
非會員- $450 □
非會員- $550 □

報名辦法
1. 請將報名表連同支票 (抬頭: 香港會計人員總會 ) 寄往九龍 登打士街 23 號 嘉興商業中心 5 字樓。或
2. 將款項存入永亨銀行
永亨銀行戶口號碼：417191001，並請將存款單及報名表傳真至 2770 1089 以作記錄。
永亨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