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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VCHK [mailto:info@pvchk.org.hk]  
Sent: Wednesday, January 02, 2013 10:22 AM 
To: 'PVCHK' 
Subject: 評審局最新課程推介 
  
致：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 

資歷會員 
 
最新課程推介!!! 
I.「CEO論壇：中國經濟發展與香港」‐ 主講 : 余永定教授、馬時亨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總裁協會將於2013年1月8日(星期二)舉行「CEO論壇：中國經濟發展與
香港」，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

定教授蒞臨，分析環球經濟展望與人民幣國際化。在專題討論環節，以「中國經濟發展與香

港」為題，由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心鵬教授主持，香港理工大學專業應用

教授(金融) 暨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教授將與余永定教授共同探討歐債危機及人民幣國
際化，對香港金融地位的影響。 
  
評審局正為論壇申請1.5學時。費用全免，名額有限，請立即報名！ 

If you cannot see the following properly, please click here. 

余永定教授擁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碩士和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目前
或曾任職的主要機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規劃顧問
委員會、聯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國際貨幣基金組織亞太顧問組…… 更多資
料! 

  

II. 「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 ‐ 全網上商業管理持續專業進修
課程 (新學期開始接受報名) 

評審局與「香港公開大學李兆基商業管理學院」合作，為評審局會員提供的全網上商業
管理持續專業進修課程，新學期現開始接受報名。課程設計可以讓您隨時隨地，按個人

的進度進修増值，同時獲取學分。有關課程資料，請詳閱附件課程簡介。評審局對相關

學科所認受的學時如下: 

  



i)            含學分學科 

• 與技術/管理相關之課程為核心學時 
  

ii)     不含學分學科及不含學分專題科目 
•   學分以實際學時之1/4計算 
•   與技術/管理相關之課程為核心學時 

  

  

  

  

  

   

評審局資歷院士進修要求 

進升為2014 年院士 
方法一：申請的副院士/ 榮譽院士須在18 個月內（2012 年12 月1 日‐ 2014 年5 月31 日）完成105 個持續進修學時（當中最少53 核心學時）； 
方法二：以累計形式計算，須連續36 個月完成不少於120 學時（當中最少60 核心學時），而每年完成不少於15 學時。當副院士/榮譽院士完成所需學

時，可提出申請應屆的院士進升。 
 
保持院士/副院士專業資格須知 
如要保持院士/副院士專業資格，必須每年完成15個學時之持續進修[當選後首學年為18個月；隨後學年則為12個月(每年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 
   
 
請  閣下完成課程後，儘快將有關資料上載至評審局會員系統 (登入會員專區方法可於評審局網頁www.pvchk.org下載)。如  閣下遺失登入資料，可向評

審局秘書處重新申請，需時約1星期。有關會員終身學習及進升計劃詳情及進升要求，可瀏覽評審局網頁的會員終身學習計劃及院士進升計劃。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 
秘書處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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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大學學分  評審局學時 
5  39 
10  78 

有關公開大學課程  有關評審局會員系統及學時計劃 
如欲進一步瞭解網上學科，可與公開大學聯絡： 
電話： (852) 2768 6940 or (852) 2768 6960   
傳真： (852) 2714 7274 
電郵： eCentre@ouhk.edu.hk 
地址： 九龍何文田牧愛街30 號香港公開大學 
       網上教學中心 

電郵 ： info@pvchk.org.hk 
電話 ： 3400 2939 
傳真 ： 2764 5287  
地址 ： 香港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陳鮑雪瑩樓QR7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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