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機會贏取豐富獎金，QP費用豁免及

獲得實習機會，為個人履歷表

增添重要的一筆！

2016年度
專業資格課程 (QP)
個案分析比賽暨午餐會



目的

具備分析和評價具體商業情況的能力有助於專業會計

師在公司中取得成功。專業資格課程(QP)個案分析比

賽旨在培養QP俱樂部會員的商業技能及專業判斷力，

讓他們透過比賽展示及發揮他們卓越的才能。

參加比賽的理由

1. 豐富獎金及QP費用豁免

2. 獲得實習機會，豐富個人履歷表 

 傑出的隊伍將獲得實習獎勵，在行業領先的機構
中獲得寶貴的工作經驗，為個人履歷表增添重要
的一筆。

3. 獲得實務經驗

 參賽的隊伍通過思考分析QP個案的問題，可以學
習如何將專業知識應用到實際業務中。

4. 免費網上瀏覽商業研討會實況

 參賽者可免費於公會網站瀏覽於香港舉行的「造
就奶類製品業優秀顧問」研討會，從而加深對有
關行業的認識，學習個案分析、商業操守的重要
性及報告寫作技巧。

 5. 免費參加午餐會

 在2016年12月4日於北京舉行之簡短演講比賽暨午
餐會當天，參賽者有機會與專業會計師及商界領
導者進行交流及共進午餐。

比賽形式
比賽設有三輪甄選：

第一輪 每支參賽隊伍需於2016年10月24日前提交
一份不超過十二頁的個案分析英文書面報
告。

第二輪 入圍的三十支隊伍將再由第二輪閱卷評委
進行審閱。

簡短演講 入圍的八支優秀隊伍，就其提交的分析報
告作演講及現場問答。

如欲瞭解個案問題及提交書面報告之詳情，請瀏覽公

會網頁www.hkicpa.org.hk/qpcac2016prc。

 香港會計師公會將贊助八支優秀隊伍及其一位帶隊老師的交通及
住宿費用，條款及細則請瀏覽公會網頁。旅遊保險則需由各隊于
出發前自行辦理。

QP個案分析比賽工作小組成員 

• 陳美寶女士 — 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
(會議召集人) 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副管理合伙人

• 佘勝鵬先生 —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執業董事

• 余礎安先生 — 銳高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學術顧問小組及閱卷評委名單可于公會網頁
www.hkicpa.org.hk/qpcac2016prc 瀏覽。

獎項

冠軍 現金獎勵港幣10,000元、QP費用

  豁免*，獎盃和證書，總值超過

  港幣13,600元

亞軍 現金獎勵港幣6,000元、QP費用  

  豁免*、獎盃和證書，總值超過  

  港幣9,600元

季軍 現金獎勵港幣4,000元、QP費用

  豁免*、獎盃和證書，總值超過

  港幣7,600元

最佳書面報告 現金獎勵港幣2,000元和證書

最佳演講者 現金獎勵港幣1,000元、獎座和證書

優秀隊伍 (5個獎項) 現金獎勵港幣2,000元、QP費用

  豁免# 和證書，總值超過港幣3,800元

入圍隊伍 (30隊) 證書 

冠、亞及季軍隊伍之隊員均可獲取企業實習機會。

*  冠、亞及季軍隊伍之隊員每人可獲豁免報讀專業資格課程(QP)之 
 首次註冊費及首年年費，合共港幣900元。
#  優秀隊伍之隊員每人可獲豁免報讀專業資格課程(QP)之首次註冊 
 費港幣450元。

評審標準
1. 個案分析書面報告

 • 能夠辨識問題

 • 論述過程及結論重點明晰

 • 調查研究資料充足

 • 運用財務分析技巧

 • 良好的理論及實際判斷應用

 • 使用分析性的方法和行文風格

 • 專案策劃具可行性

 • 報告結論有效性

 • 寫作風格、報告組織和參考資料

 • 行文風格

 • 解決問題時具備創意

2. 簡短演講

 • 內容完整性

 • 能夠辨識問題

 • 論述過程及結論重點明晰

 • 報告結論有效性

 • 涵蓋個案問題

 • 演講具專業性(包括視覺輔助設備的應用)

 • 演講聲音控制和身體語言技巧

 • 時間分配和團隊合作

 • 問答環節

參加資格
• 現就讀于國內大學的本科生。

• 報名參加比賽的學生，將自動成為QP俱樂部會員
 (QP俱樂部會籍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 比賽以團隊形式舉行，每支參賽隊伍需由3至4名
 成員組成。聯校隊伍均可報名參加。



查詢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27樓
電話：(852) 22877070
郵件：qpcac2016prc@hkicpa.org.hk

北京辦事處：北京市海澱區高梁橋斜街59號院1號樓中坤大廈15層1507室
電話：(86) 10 56500551

廣州聯絡處：廣州市天河區體育西路191號中石化大廈B塔4302-4313 
電話：(86) 20 38922362

QP珠海資源中心：珠海市唐家灣金鳳路28號聯合國際學院文化小鎮四棟首層
電話：(86) 756 3620152

1. 林淑儀女士
 香港廉政公署
 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副總幹事

2. 潘振國先生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大中華區雀巢食品及飲品部
 香港干貨食品業務 — 總監

3. Mr. Matthew Sexton
 英國文化協會企業培訓高級顧問

4. 石煒麟先生
 麥肯錫公司項目經理

「造就奶類製品業優秀顧問」研討會

日期： 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1:05

地點：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27樓

學生可于10月3日起於公會網頁下載
研討會錄影片段 

關注我們

微信號：HKICPA_QP

免費研討會及比賽報名：www.hkicpa.org.hk/qpcac2016prc

免費研討會 演講人

日期： 2016年12月4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9:30 － 下午3:30

地點：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中國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乙9號

截止報名日期： 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
   中午12:00前

1. 張 嫻女士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

2. 陳美寶女士
 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
 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副管理合伙人

3. 方琦璐女士
 麥肯錫公司資深顧問

4. 潘振國先生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大中華區雀巢食品及飲品部
 香港干貨食品業務 — 總監

評判北京簡短演講比賽暨免費午餐會

比賽日程

現在可於公會網頁下載個案題目 www.hkicpa.org.hk/qpcac2016prc

2016年10月3日開始 於公會網頁免費瀏覽「造就奶類製品業優秀顧問」
 研討會的視頻錄影

2016年10月21日（中午12:00前） 比賽報名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4日（中午12:00前） 提交書面報告截止日期

2016年11月18日 公佈演講比賽入圍的八支隊伍 ^

2016年12月4日 簡短演講比賽暨午餐會

^ 每位入圍之隊員均獲電郵通知。



個案題目概要

Good Life Dairy Company Limited (‘GLDC’) is a company that produces and sells a range of dairy products. Its 
operations are mainly in the PRC, and its head office is in Hong Kong.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about twenty 
years ago, but four years ago it obtained a listing for its shares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HKEx).

Most of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sold within the PRC, but there are also sales to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consumption of dairy products in the PRC has increased by over 2,500 per cent since 1980, when the average 
consumption per individual was about one kilogram each year. Dairy products are consumed much more by urban 
residents than by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huge growth in the industry is attributable largely to the urbanis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has risen, there has also been a growth in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dairy products, and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otal sales are for ‘high end’ products. The producers of dairy products have welcomed 
this continuing development, because they provide higher gross profit margins than basic milk products and milk 
powder.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ultra high temperature (UHT) processing. UHT 
production allows milk to be transported long distances without refrigeration. UHT milk can be preserved under 
constant temperature for a fairly long time, and it is ideal for stocking by retailers, since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to 
keep it in refrigerators. (The development of UHT milk also overcame the need for milk to be delivered daily to 
households and consumed early in the morning, before its quality deteriorated and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drink.)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ated processing systems and sophisticated distribution systems were important, because 
even UHT milk has a limited life (about 45 days for the most popular milk products). Improvements in the capacity 
and speed of distribution systems made it possible to transfer milk quickly to consumers.

(參賽者現在可於公會網頁www.hkicpa.org.hk/qpcac2016prc下載個案題目的全部資料。)

提交書面報告指引

（截止日期：2016年10月24日中午12:00前）

• 每支隊伍應提交一份不超過12頁並以A4文件紙為規格的英文書面報告及財務分析資料(包括非強制

的目錄、附頁及參考資料)。

• 每支隊伍需在www.hkicpa.org.hk/qpcac2016prc下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提供的統一封面頁，並填上

所需資料。

• 請把書面報告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的統一封面頁儲存為兩個獨立文檔(PDF格式)，而文檔名稱應顯示為

”隊長英文全名_隊長手機號碼_Written Report”及”隊長英文全名_隊長手機號碼_Cover Sheet”。

例如：”Chan Tai Man_13316208268_Written Report”，“Chan Tai Man_13316208268_Cover Sheet”

• 請將兩個PDF文檔電郵至qpcac2016prc@hkicpa.org.hk，郵件標題為”2016年度專業資格課程(QP)個
案分析比賽書面報告”。多次提交將被取消資格。

• 字體類型：Arial

• 字體大小：12

• 2倍行距

• 邊距：每邊1英寸

• 書面報告的內容內不應包含參賽隊伍成員姓名及其大學的名稱。

• 參賽者所提供的資料如有不實或違反以上條款及細則，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重要事項

• 凡參加比賽者，即表示同意授權香港會計師公會(”公會”)將其個人資料轉交實習贊助機構。

• 獲獎者必須簽署實習生之協定承諾書，並於指定的企業內完成整個實習計劃。

• 所有獎品(包括QP費用豁免)均不能轉讓或兌換現金或其他禮品。

•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之個人原創作品及屬於參賽者個人的私有產權，不得重制或抄襲他人作品，並確保絕不涉及任何
 侵犯第三者之版權。

• 所有填妥的參加表格及參賽作品須於截止日期或之前遞交。

• 所有遞交了報告摘要而又被甄選進入簡短演講比賽的參賽者，必須親身出席北京簡短演講比賽。

• 凡已報名的參賽者一經被接納，即表示同意所有比賽相關的條款及細則，並受其約束。

• 所有入圍的參賽者，必須同意公會保留其個人資料、相片、簡報及視頻作宣傳及推廣之用。

• 本公會對此項比賽的細則及結果保留最終決定權，以及在未事先公佈的情況下修訂是項比賽條款及細則之權利。



梁小菁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商學院助理教授

專業資格課程(QP)個案分析比賽提供了
一個極好的機會，讓學生發展他們具專
業性的創新思維，同時獲得了寶貴的業
務經驗。我非常欣賞參賽同學能為複雜
和具挑戰性的業務案例提出簡潔而創新
的解決方案。參與這項比賽，絕對是參
賽者的一項成就。

謝鈺琪同學
上海財經大學

參加了兩次專業資格課程(QP)個案分析比
賽，第二次參加的時候，心態更好，知識
儲 備 也 更 多 。 很 高 興 帶 領 隊 員 們 獲 得
2015年度專業資格課程(QP)個案分析比賽
的亞軍。能運用專業知識進行案例分析，
是對所學知識的融會貫通。全英文的報告
和展示，更是全方位地鍛煉了英語技能。
最難能可貴的是一起奮鬥的隊友們，通宵
的頭腦風暴讓我感受到了激烈的智慧碰撞
，一起在舞臺上的自信展示讓我深刻地明
白了團隊精神的實質。在大學中能參加這
樣高品質的案例分析大賽是一件非常幸運
和美妙的事情。

陳建文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這是高品質並與當前公共會計緊密相關的
個案分析比賽。多年來，我見證到比賽讓
學生釋放自己無限的潛能！通過交換智慧
觀點，讓來自各大高校的青年精英，積極
地參與互動和交流。。

陳美寶女士
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
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副管理合伙人

專業資格課程(QP)個案分析比賽是香港會
計師公會的標誌性活動之一，它提供了一
個卓越的平臺以檢測未來註冊會計師們的
才智、能力以及團隊合作和溝通技巧。所
有隊伍付出的努力和展現的創意都給我留
下深刻的印象，我深信學生必將從參賽中
受益匪淺。

專業人士及參賽者對專業資格課程 (QP) 個案分析比賽之評價

白金套餐贊助單位 特別現金贊助單位 其它贊助單位

實習贊助單位

支持機構

(按公司英文名稱排序)



2015 年度專業資格課程 (QP) 個案分析比賽剪影

“首先非常感謝香港會計師公會給大家提供了這樣一個鍛煉提

升與展現自我的廣闊平臺，還要感謝在這實現夢想的路上共同

拼搏的隊友、給予支援與指導的師長和親友。QP個案分析比

賽是集專業性與實踐性於一體的賽事，通過書面分析報告、公

眾演講、團隊展示等環節全面考察參賽選手的綜合能力。在比

賽的過程中，通過課本知識與實際案例的有機結合，我們不僅

鞏固專業財務技能，提高了團隊合作能力，並且從企業內部、

行業全局逐步推進，瞭解整個真實的商業世界，激發了思維，

開闊了視野。此外，商業領袖和行業專家對我們的商業方案提

出的專業點評與務實建議讓我們獲益匪淺，不斷提升。＂

冠軍隊伍中央財經大學隊長

蔡懋璿

2015年度專業資格課程(QP)個案分析比賽冠軍隊伍。

最佳演講者是中央財經大學的吳曉宇同學，他能充分地表
現出其自信心及勝人一籌的演說能力。

亞軍及季軍隊伍均能在比賽中展示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及出色的演說技巧。

評判團一致認為各隊都準備充足及表現充滿信心。在問答環節中同學更能冷靜分析並對答如流，叫人眼前一亮。

學生們都抓緊機會於午餐會上與專業會計師及商界領導者
進行交流。

勝出隊伍、優秀隊伍、贊助單位及評判團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