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 
財商教育學院  |  財商教育慈善基⾦會

www.fqea.com.hk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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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美好
世界！

創造美好
世界！

    啟動夢想啟動夢想啟動夢想

朋友，你有夢想嗎?

財商教育學院⼀直通過財商教育讓每⼀位朋友建

⽴正確⾦錢觀，品格觀，改善「⾃⼰與⾦錢」的

關係，從⽽追尋⼼中夢想

過去學院已經培訓超過2,000多位認可兒童財商導

師及培訓師，亦與多⽅友好夥伴共同為社區舉辦

不同類型的兒童及⻘少年財商活動，服務超過

25,000⼈次。 同時，更創⽴財商教育慈善基⾦

會，致⼒為弱勢社群灌輸財商智慧，啟發夢想，

協助他們脫離貧窮為⽬標。我們深信知識能夠改

變命運，通過學習財商必能擺脫貧窮厄運，加快

向上流動機會。

朋友，你已經達成夢想嗎？

相信每⼀個⼈⼼⽬中總有夢想，盼望每⼀位能堅

持信念，向著⾃⼰⼼中夢想⼭峰出發，⼭頂⾒！

羅狄倫 

財商教育學院

創辦⼈ 兼⾏政總裁

價值 Value

使命 Mission

願景 Vision

歡迎您！



財商教育學院 (FQ Education Academy) 成⽴於

2019年，通過「正規課程」及「成⻑課程」兩個

教育體系，致⼒為4⾄65歲朋友提供財商教育，將

「財商教育」達⾄專業化、普及化、⽣活化。⾄

今本院已經培訓不少來⾃不同界別的專業⼈⼠，

成為本院財商導師及培訓師，並獲英國TQUK學術

評審局認可此相關資格。⽽他們⼤多來⾃教育、

社會服務、⾦融及保險⾏業等，以推廣全⺠財智

並傳承之理念，為下⼀代培養正確的⾦錢價值觀

及健康財務⽣活⽅式，建⽴良好的⽣活規劃之道

及理財品格。

財商教育學院

財商教育慈善基⾦會有限公司 (FQ Education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於 2015 年成⽴, 並獲

⾹港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 (稅務局檔案號碼

91/11721)。我們通過財商教育來結合各界有⼼和有

承擔的社會⼈仕，致⼒為弱勢社群灌輸財商智

慧，引發夢想，協助他們脫離貧窮為⽬標，從⽽

減少財務弱勢族群。

財商教育慈善基⾦會

*專業認證

*兒童財商親職教練課程  12 ⼩時

成功第⼀⾥  (3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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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終⾝學習」

在⾹港，財商（FQ)教育⼀直被漠視，⽗⺟不懂、
⽼師不教、政府不理，令⼀代⼀代孩⼦缺乏⾦錢

觀念中成⻑。觸發本⼈14年前放下校⻑⾼薪厚
職，決⼼擔起為下⼀代財商教育創建課程基礎。

      14年後今天，⾹港⼈開始醒來了，這條⼈⽣路
選對了。看著「財商教育學院」成⽴，所設計的

課程亦獲海外學術機構認可，才領會上帝在我⽣

命中的計劃，不覺讓我想起聖經⼀段⾦句：

使徒保羅説：「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

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

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
4:7-8）
願上帝繼續祝福每⼀位在此孕育出來的委⾝者，

承先啓後！
未來接班⼈- Miss Liz Poon

關顯彬先⽣

財商教育學院校⻑(正規課程) 
課程及培訓總監

正規課程
REGULAR CURRICULUM



課程介紹

財商⼩蜜蜂 (適合四⾄六歲幼兒)

財商⼩特⼯ (適合⼩⼀⾄⼩六)

尋夢少年 (適合⼩四⾄中三)

認可兒童財商導師/培訓師課程：對象為學校教師、社⼯、有關兒童成⻑發展⼯作⼈⼠、⾦

融保險從業員 

兒童財商親職教練課程：對象為家⻑、準⽗⺟、從事家⻑教育⼯作、社⼯、關⼼兒童成⻑發

展者⽽設

兒童財商課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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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本課程銳意培養更獨⽴、更⾃信的未來⼩當

家，課程主要涵蓋四⼤範疇，包括：性格、

溝通、釐定⽬標和領導能⼒；本課程會令學

員擁有更獨⽴及⾯對⾃我⾏為表現作出更⼤

的責任感，讓他們擁有可以克服未來前路上

任何障礙的能⼒！

課程⽬的

課程對象

運⽤財商⻆度，啟發及加強學員的溝通能⼒, 管理

⾃⼰的時間，從⼩學習⾃主，為⾃⼰負責任，亦

為家庭負責任。

⼩學三年級⾄中⼆的學⽣

未來⼩當家
CEO (CHILD EXECUTIVE OFFICER )

成⻑課程



透過體驗式活動 ,  啟發孩⼦明⽩:

1) 愛 ：  愛感恩、愛家⼈和關懷別⼈。

2) 財商：  管理⾦錢法則

3) 溝通： 讓孩⼦有空間及有效清晰地表達

⾃⼰的意思，互相欣賞(嘉許)及聯系，

   達⾄更深了解和締造更⾼⽔平的尊重。

4) 責任： 敢承擔、⾃我挑戰及⾃我管理的

能⼒，為⾃⼰的⾔⾏負責任。

5) 信任： 正直、忠誠、互信。

6) 夢想： 建⽴⾃⼰短、中、⻑的夢想

課程特點

課程可發掘孩⼦獨特之處，繼⽽肯定及展現⾃我品格。

以體驗式活動, 令學員學懂:

財商

愛

溝通責任

夢想

CEO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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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本課程為幫助年⻘⼈打造成功的第⼀個⾥程

碑。透過創業家思維訓練、系統性⽅法、和

實務的財商學策略及執⾏⼒鍛練，學員能夠

打破傳統教育和舊有⾏業體系的局限，創造

屬於⾃⼰的另⼀⽚天。

課程⽬的

課程對象

通過財商⻆度和創業教育，為有志將興趣發展成

事業的年⻘⼈，創造更廣闊的⼈⽣「可能性」，

讓「夢想」轉化成「事業」，向成功的第⼀⾥路

邁進。

職埸⻘年：22-35 歲，有數年⼯作經驗，希望將

⾃⼰的興趣和潛能打造成幸福的事業

⼤專⽣：在學或即將投⼊社會，希望擺脫要在

「傳統⾏業⼯作」的思維，想發掘更多⾃⼰的潛

能，並打開更多⼈⽣「可能性」

成功第⼀⾥
MTS (MILESTONE TO SUCCESS)

成⻑課程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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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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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再需要打⼯，不需要把⾃⼰最寶

貴的時間賣給他⼈。每天早上，喚醒你的不

再是那個煩擾的鬧鐘，⽽是趣味和熱誠，就

是每天都能夠做⾃⼰喜歡的事；活出⾃⼰最

⼤的潛能，並把⾃⼰最⼤的價值反饋社會，

那是多麼幸福的⼀件事呢！

你確實值得擁有，關鍵只在於「認知 + 勇氣

+⽅法 」。⽽通往⾃由之路的⽅法，就是建⽴

你成功的第⼀⾥！(First mile)

不是每個⼈都要成為創業家，但「創業家思維」

對每⼀個⼈都相當重要。它是打開你⼈⽣可能性

的⼀扇⾨，讓你在任何環境當中都能夠創造出最

⼤價值。並為⾝邊的⼈帶來影響⼒，建⽴更多有

意義的⼈⽣經歷。創業家教育是傳統教育以外，

每⼀個⼈必需精通的⼀環。

穩步打造前往你第⼀桶⾦的神奇通道！

課程特點

我們明⽩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要達成夢想並不能

⽋缺實際資本⽀持。所以，打造⼈⽣的「第⼀桶

⾦」是⼀個重要的⾥程碑，有些⼈需要數年，甚或

數⼗年也還未成功⋯

其實只需擁有⼀個有系統的⽅法，加上有效的策略

⽅案，便能減低未知的危機。通過成功的第⼀⾥，

每⼀個⼈都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打造屬於你的

「第⼀桶⾦」，開啟通往夢想、興趣和事業並存的

美滿幸福狀態。

學習複製成功的關鍵點，成功不再是靠運氣或時

機。當你明⽩成功的竅⾨，在任何環境或情況下，

你都能夠開拓通往成功的道路。這是⼀個畢⽣受⽤

的學習。

誠意邀請你和我們⼀起踏上通往成功第⼀⾥的旅程

（First mile) ，改變就在「當下」這⼀刻。

《興趣變事業》

《創業家教育》

⽬標⽉⼊/K

⾃由⼯作

打⼯之路

《打造你的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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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 HEAD , PSM 

MAC LEUNG 梁銳光

CEO and President

個⼈使命: ⽤愛啟動夢想，創造美好世界
企業願景: 通過財商教育，讓每⼀⼈將財富・夢想・幸
福・快樂⼀併活出來

他從事兒童、⻘少年⼈及企業培訓發展⼯作近三⼗多年,
深信思維、⼼態，⽐⽅法更為重要，故通過創⽴「財商

教育學院」，讓更多朋友認識⾃⼰與⾦錢關係，從⽽建

⽴⼀套正確⾦錢觀，去追尋屬於⾃⼰⼼中夢想。

同時更組織「財商教育慈善基⾦會」，致⼒為弱勢社群

更多認識財商教育，引發他們追求夢想，協助脫離貧窮

為⽬標。

Marketing Director
BU Head, RTW & LearnFQ

梁銳光(Mac Leung)是資深培訓師及課程開發專家。 
 擁有基督教教育神學碩⼠學位。 

三⼗年來， ⼀直從事教育及培訓⼯作。當中包括⾹港
及中國⾮營利組織、基⾦會、企業及管理學院等。 

累積多年經驗，深明「令管理變得簡單」⾮常重要；

「管理」不是商業⽤語，⽽是「⼈⽣」 ⽤詞。管理⾃
⼰，是每個⼈的⼀⽣事業。  

核⼼團隊成員
CORE TEAM

EVEREST LAW 羅狄倫 

JOYEE WONG 王紫燕

Joyee Wong 對⽣命充滿熱誠和正能量，深信每個⼈都值
得擁有愛和夢想，活出豐盛⼈⽣。

曾任多間世界500強公司管理層，其後實現夢想創業，擁
有⾃⼰的蛋糕皇國，帶歡樂和幸福給兒童；更創辦網上市

場推廣顧問公司“ eZhop”，服務本地中⼩企業提升競爭
⼒。近年通過財商教育課程，啟發⼈⽣⽬標和意義，決意

通過財商教育，以愛啟發更多⽣命成⻑，讓不同年齢及階

層⼈⼠，同樣享有創造財富及實現夢想的機會。



BU HEAD, MTS

Thomas 對啟發式教育(Inspirational education) 和⼈材
培訓設計充滿熱情。 

在創新領域⼗多年，創⽴過了5家公司，由共享汽⾞
經濟平台，⾃拍館實體店，A.I. ⼈⼯智能公司團隊，
到現在的實習體驗平台，主要負責公司的融資，產品

開發，業務發展⽅⾯。同時他亦都是⼀個⽤戶體驗設

計師 (UX) 和證書認可的樂⾼啟導師 (LEGO SERIOUS
PLAY) 和註冊的催眠治療師(NGH)，他喜歡透過啟發式
教育和創造有價值的體驗設計，去共同集體建設⼈類

更好的未來  。

BU HEAD, RC 

Liz Poon 擁⼯商管理學⼠及碩⼠學位，有多年管理經
驗，近年致⼒推⾏兒童財商教育，取得英國TQUK 認
可兒童財商導師及培訓師第三級資歷。曾經為多間學

校及教育機構舉⾏親⼦財商講座，深受歡迎。

Liz Poon 現在更擔任財商教育學院⾸席培訓師，教授
認可專業導師課程、協助建⽴導師教學團隊, 將兒童財
商課程帶⼊學校、機構及社區。透過親職教練課程，

直接向家⻑⾯授與孩童如何建⽴正確⾦錢價值觀，透

過⽇常⽣活訓練培育下⼀代的財商思維及⽣活實踐。

BU HEAD, CEO

國際認可兒童財商培訓師 CCFQT 第1屆
英國TQUK認可兒童財商培訓師
NLP⾝⼼語⾔程式學執⾏師
兩地⼀⼼U-Training 義務導師
兒童發展基⾦義務友師

2018年⾄2020年⾹港財務策劃師學會理財教育
領袖⾦獎

為多間⼩學及機構之兒童財商教育導師

MEET THE 
DREAM MARKERS

THOMAS WONG ⿈梓豪

LIZ POON 潘⼦欣

RUBY CHAN 陳⽔英 



課程介紹

「成功致富⽅程式」是⼀個特別為擁有夢想

的你⽽設計的「豐盛⼈⽣旅程」。

實現「財務⾃由」可能是很多⼈⼼⽬中的

「夢想」，但其實真正的「夢想」，是當⼈

真正實現財務⾃由，不再為⾦錢⽽煩惱，擁

有⾃主時間，和選擇⾃由的時候，真⼼想完

成的⼼願。

透過⼤量體驗式活動，⽤實際和互動的⽅

法，帶⼤家體驗創造真正「財務⾃由」，創

造豐盛⼈⽣的過程。

課程⽬的

課程對象

通過財商概念和實際⽣活應⽤，集合世界級財商

⼤師智慧，和專業導師的落地實際成功經驗，研

製出⼀套獨有的「財務⾃由」⼼法，協助更多追

夢者成功達成財務⾃由，實現夢想，創造美好世

界。

在職成年⼈：無論是上班族，⾃僱⼈⼠，⽣意⽼

闆，家庭主婦，甚⾄無業。只要相信夢想，並願

意為夢想作出改變的成年⼈，追求豐盛⼈⽣，不

限年齡。

成功致富⽅程式
RTW (ROAD MAP TO SUCCESS)

成⻑課程



「⾦錢」這位朋友，扮演每個⼈⽣命中的重要

⻆⾊。

「⼈與⾦錢」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要提升⾦

錢豐盛，必須先檢視⾃⼰和⾦錢的關係，通過

不同的活動助你發現，或許⾃⼰從未發現的盲

點。配合全新的「富⼈思維模式」，揭開富⼈

秘密，裝備⾃⼰腦袋成為富⼈的模式。

通過世界級的財商⼤師⼼法、融會知識技巧，

打開「創造財富，實現夢想」的秘密，在安全

的情況下，讓學員體驗創造財富的可能性。集

教學及實際體驗於⼀⾝，拉近夢想與現實的距

離，把達成夢想，化成⼀步⼀步可以達到的計

劃。

課程特點

你知道⾃⼰與達成「財務⾃由」的距離有多遠

嗎？ 看似遠在天邊，其實近在眼前。以嶄新⽅式

計算，把「⼈」和「夢想」⽤數字量化，令「不

可能」變成「無限可能」。

處理⾦錢關係盲點，修補及提升，創造甜蜜⾦錢

關係；啟動「富⼈思維模式」⼀步⼀步實際操

練， 體驗富⼈創富的關鍵因素。

《探索⾦錢關係  換上富⼈思維》

《創造財富管道，實現夢想⼤道》

《建⽴富⼈習慣  甜蜜⾦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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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介紹

「茂盛第⼆⾥」是我們⼀個⼈⽣規劃的重要/尊
貴旅程。

從年輕到計劃退休，我們所⾛過的第⼀⾥路，是

沒多選擇，我們總是為了滿⾜所有外在的需求⽽

活。 

《富爸爸系列》的作者羅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在他的著作曾說:「無論你以前做過，
或者未做過什麼事情都沒關係，重要的是：如何

讓⾃⼰充滿⼒量，重新站起來，並利⽤過往和現

在，為⾃由打造⼀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期盼這祝福讓我們⼈⽣第⼆⾥，不單不會成為社

會負擔；反⽽成為社會強⼤、潛能無限的資源，

為我們的家庭及社區，作出不⼀樣的貢獻。

「你的第⼆⾥旅程，就從今天開始。」 

旅程⽬的

旅程對象

通過三個不同階段的體驗式“航⾏歷奇旅程”，“啟
發”我們從累積多年的淳厚⽣命資源，轉化為計劃
第⼆⾥路，成就⾃⼰夢想，祝福社會的資源，“期
待”⼈⽣下半場，“活現”更茂盛地為⾃⼰、為社群
發光發熱！

本旅程針對「未來的⽼⼈」，就是將踏⼊初⽼階段

(Young Old)的你，以及那些關注你所愛的親⼈、摯
友，期待看到更茂盛「未來的⽼⼈」的你。

期盼通過「茂盛第⼆⾥ 」體驗式學習旅程，找回屬於
⾃⼰尊貴⽽愉悅的新⾥程。

茂盛第⼆⾥
PSM （PRESTIGE SECOND 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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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起⾶

第⼀階段的主題為「傳奇重溫」。我們深

信：不管你的出⽣如何、經濟如何、學歷如

何，每個⼈都是⼀個傳奇！ 

在茂盛第⼆⾥簡稱 PSM 旅程的專業團隊協
助，將會特意為每⼀個成員拍攝⼀輯個⼈相

⽚，並寫下屬於⾃⼰的旅程，點點滴滴的動

⼈時刻⼩故事，為過去幾⼗年「⼈⽣第⼀

⾥」，來⼀個快鏡重溫，體驗原來我的⼈

⽣，是個充滿著怎樣的獨特奇緣。。

旅程登陸

第三階段的主題為「初⼼重燃」。

我們深信：在⼈⽣歷練中的挑戰、掙扎，每

⼀份都是轉化⼈⽣真善美的祝福旅程。也許

⼤家來到這年頭，都會懼怕聽到什麼「三

⾼」！但在這裡，你會⾼興⾃⼰找到屬於⾃

⼰的「三⾼」：就是「⾼興」，因我們重拾

個⼈興趣，令它茁壯⻑⼤；「⾼效」，因我

們最擅⻑的東西，得到充分發揮；「⾼

峰」，我們仿效⼀個登⼭客，在「茂盛第⼆

⾥ 」，不單找到屬於⾃⼰的夢想，還可以將
我們在「第⼀⾥路」，所體驗到的成與敗、

榮與辱，傳承到下⼀代，燃點⾝邊的⼈，最

終達⾄貢獻給我們所⾝處的社群！

旅程前航

第⼆階段的主題為「⼼思重組」。

我們深信：⼈⽣每⼀刻都是充滿選擇。在

「⼈⽣第⼀⾥」，我們所⾛過的路，都是被

預定的，從幼稚園、到⼩學、中學，以及⼤

學，都是被安排好的；然後，在⼯作崗位

上，我們也只是順著公司的系統，拾級⽽

上！沒有什麼選擇空間。但現在，來到這個

年頭，我們可以重新為⾃⼰的夢想，成為

「⾃⼰⽣命的設計師」，計劃不⼀樣的「茂

盛第⼆⾥ 」。

旅程特點

「茂盛第⼆⾥ 」是⼀個為「初⽼」（YOUNG OLD）⽽設的豐盛⾥程。



平台介紹

⼀個嶄新，全⾯，由最基礎開始學習「財商智慧」

的平台。由「財商教育學院」主理。

所謂：「⼀⽣財富 終⽣學習」

FQ SUCCESS Platform 
7⼤區域 （Seven Zone)

S - FQ Sharing 財•分享
U - FQ Up 財•增值
C - FQ Channel 財•頻道
C - FQ Club 財商滙 (學⽣頻道)
E - FQer 財·商⼠
S - FQ Surf tour 體書旅⾏團
S - FQ Shop 財·商店

平台對象

「財商學堂」提供創造豐盛⼈⽣必需的財商智慧裝

備，結合網上學習、線下交流，共融共贏的平台。無

論⼤⼈、⼩朋友、家⻑、年⻘⼈創業、打⼯仔、做⽣

意、甚⾄退休⼈⼠，關注⾃⼰財富的你都不可不知。

財商學堂
WWW.LEARNFQ.COM



「體書旅⾏團」

書 - 唔只⽤眼睛睇，更可以「體驗式」去體，帶⼤家⽤⼀個嶄

新⽅法體驗書中重點及奧秘。「旅⾏團」顧名思義是⼀班⼈⼀

⿑進⾏的活動，在「體書旅⾏團」，每本書均有專⼈帶領⼩班

同⾏21⽇，當中有視頻分享書中重點，不同遊戲，互動練習

等，配合每7天的線上或線下⼯作坊，讓團友可以開放互動交

流，共同經歷體驗書中精粹。

「體書旅⾏團」設有不同主題，⾸先打頭炮，由 《財富系列》

開始。

平台特點

「財商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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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商教育慈善基⾦會有限公司
FQ EDUCATION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慈善基⾦會介紹

財商教育慈善基⾦會有限公司 (FQ Education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於 2015 年成⽴,

並獲⾹港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 (稅務局檔案號

碼 91/11721)。我們通過財商教育來結合各界

有⼼、有承擔社會⼈仕，致⼒為弱勢社群灌

輸財商智慧，引發夢想，協助他們脫離貧窮

為⽬標，從⽽減少財務弱勢族群。

成⽴⽬的

服務項⽬

願景: 從⼩學會理財．到⽼也不偏離

使命: 通過財商教育，讓每⼀⼈將財富、幸福、夢想、
快樂⼀併活出來

核⼼價值: 財商、品格、夢想、傳承與愛

週年感恩聚會暨嘉許典禮 
親⼦財商⼤使教育推廣計劃 
「CEO親⼦財商⼤使培育計劃」
財商指數發佈會

兒童發展基⾦計劃 CDF
Dreams Walker 100公⾥慈善夢⾶⾏

1.
2.
3.
4.
5.
6.



第⼀屆籌委成員 (2016-18)

前排左⾄右：

⿈合美Wong Hop Mei, Jacqueline 
 林秀明Lin Xiu Ming, Jessica 
 盧蕙⼼Lo waisum, Sandy 
 傅若茜Foo Yuek Sai, Sherry 
 關顯彬校⻑ Kwan Hin Bun, Johnny
 吳傳家Ng Chuen Ka, Raymond 
 林穎儀Lam Wing Yee, Teresa 
 陳仲德Chan Chung Tak, Amen

後排左⾄右：

 李俊諺 Li Chun Yin, Brian 
 李志成Lee Chi Shing, Jason 
 羅狄倫 Law Dik Lun, Everest
 林鍵Lam Kin, King 
 廖劍菊Liu Kim Kuk, Daisy 

第⼆屆籌委成員 (2019-21)

第三屆籌委成員 (2022-23)

前排左⾄右：

鄧莎蓮Tang Shalene 
陳⽔英Chan Sui Ying, Ruby 
陳綺玲Chen Qiling, Eling 
廖劍菊Liu Kim Kuk, Daisy 
李碧華Lee Bik Wah, Bertha 
蕭美玲Siu Mei Ling Carrie 
李穎怡Lee Wing Yi, Amanda 

後排左⾄右：

葉偉強Ip Wai Keung, Joshua 
⽅紹楠Fong Siu Nam, Steve 
羅狄倫 Law Dik Lun, Everest
梁銳光Leung Yui Kwong, Mac
王紫燕Wong Chi Yin, Joyee 
林國麟Lam Kwok Lun, Noal 
陳嘉敏Chan Ka Man, Kaman 

歷屆籌委

後排左⾄右：

李俊諺Li Chun Yin, Brian 
譚慧琪Tam Wai Ki, Vikki 
廖劍菊Liu Kim Kuk, Daisy 
王嘉雯Wong Ka Man, Carmen 
鄧淑麗Tang Suk Lai, Lai 
林⼦欣Lam Tsz Yan, Kennix 
徐瑛Xu Ying, Connie 
甄雁華Yen Ngan Wa, Peggy 
林信澤Lam Shun Chak, Cedric 
關顯彬校⻑ Kwan Hin Bun, Johnny
羅狄倫 Law Dik Lun, Everest
邱嘉寶Yau Ka Po, Michelle 
羅芷澄Law Tsz Ching, Kitty 
焦英Jiao Ying, Joy 

第⼀屆籌委成員

第⼆屆籌委成員

第三屆籌委成員

前排左⾄右：

馮亨達Fung Hang Tat, Hendry 
康紫筠Hong Chi Kwan, Erin 
梁翊軒Leung Yik Hin, Cody 
湯國忠Tong Kwok Chung, Frankie 
袁仲翹Yuen Chung Kiu, Don
歐陽雪穎Au Yeung Suet Wing,
Shi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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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fqea.com.hk
尖東麼地道冠華中⼼2樓202室

www.fqea.com.hk

聯繫我們

⼭頂⾒ !
J o i n  U S

財商教育學院 財商教育慈善基⾦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