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為 特 許 秘 書 及
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
——晉身商業核心地位  成就非凡回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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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擔保有限公司)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公會)是一個獨立專業團體，一直致力於制定與執行良好公司治理政
策，在香港以及內地提升會員所擔當的角色，同時推動「特許秘書」和「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專業的發展。

公會於1949年成立，最初為設立在英國倫敦的特許公司治理公會(The Chartered 
Governance Institute) (原稱為：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 (ICSA))的屬會，於1990年
成為特許公司治理公會的香港分會，並於1994年在香港正式註冊成為獨立專業團體，亦
從2005年至今為特許公司治理公會的中國屬會。

公會亦是公司秘書國際聯合會(Corporate Secretari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Limited；簡稱：CSIA)的創會成員之一。CSIA於2010年3月在瑞士日內瓦成立，於
2017年CSIA遷移至香港，並以香港擔保有限公司形式運作，在國際上代表全球公司秘書
和治理專業人士發聲。

公會現擁有超過6,000名會員及3,200名學員。

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hki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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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特別是在香港和內地，隨著股票市場規模的增長，

以及其複雜程度和法律與監管合規要求的不斷增強，特許秘書和 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 在推動和維持公司治理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傅溢鴻FCIS FCS(PE) 

特許秘書是什麼?
特許秘書是擁有公司法、會計和財務、治理、戰略、稅務和公司秘書實務等多種專業技能

的高級專業人士。他們主要擔任公司秘書或相關職務，是向董事會提供公司治理建議的主

要負責人。他們對董事會所提供的建議涵蓋從法律和會計，到戰略發展及企業規劃等。

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 是什麼?
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 是對上市公司、私營企業及非營利機構的治理及風
險管理有深入了解的高素質且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鑑於各機構現在所處的監管環境越來

越複雜，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風險經理和合規經理等）所擁有的技能
和知識讓他們變得越來越被追捧 。

特許秘書和 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 是良好商業實踐的倡導者。他們有義
務在其工作的機構中貫徹最高標準的治理和道德行為。



發揮你的潛能

公會頒發的特許秘書和 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
雙重資格提供了廣闊的職業機會。

這項資格為你的高級管理、公司秘書／董事會秘書、風險經理、

合規官和行政管理等職業生涯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公會的會員通常擔任上市公司的公司秘書／董事會秘書、企業服

務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財務總監、首席治理官和合規總監。

根據我在香港及內地的國際金融界的工作經驗，特許秘書及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在維護公司治理及協助公司董事會處理因新法規、
科技及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所帶來的挑戰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如果你計劃在

金融行業謀求職業發展，成為公會的合資格會員將會有更大的就業機會。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馬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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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機會示例



44

加入一個備受推崇的國際專業機構

特許秘書和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資格在香港和
內地受到認可和尊重，而且還可以給你提供在全球各地工作的

技能和機會。公會的畢業學員同時也是特許公司治理公會(The 
Chartered Governance Institute) 的畢業學員，特許公司治理
公會在全球擁有30,000多名會員和10,000多名學員。公會也是
公司秘書國際聯合會 (CSIA) 的創會成員，CSIA代表70個司法轄
區約100,000名治理專業人員。

公會的會員也有許多在內地工作的機會。不只是因為內地對治理

專業人才有巨大需求，也因為公會參與了建立內地公司秘書／董

事會秘書和治理專業並協助其發展。

如果特許秘書和 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 忠於他們的使命，他們

就是他們所服務機構的良心，不論是在商業、金融、教育或其他領域工作。他

們維護所任職機構的治理和誠信，並灌輸良好的企業文化，務求令機構能長期

持續發展。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施熙德律師FCIS FCS(PE)



公會會員獲以下機構認可：

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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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律師公會

香港公司註冊處

香港破產管理署

香港金融管理局

可直接咨詢所委任的

大律師之專業人士

專業公司秘書

有資格在破產案件中

擔任受託人的專業人員

有權進行身份及證明

文件核証的專業人士



職業路徑

申請成為公會會員，須擁有獲認可的大學學位或獲認可的專業資格。會計、財務、管理、公司治

理或法律專業的大學畢業生有資格申請獲得部分公會的專業資格考試的豁免。隨後你可註冊成為

公會學員，並選擇公會專業資格考試或參加與公會簽訂｀合作課程計劃´的四家本地大學提供的

碩士學位課程（合作課程）。完成公會專業資格考試或合作課程的學員，無論是通過考試還是合

作課程和／或豁免，即可成為公會和特許公司治理公會的畢業學員。

公會將於2020 年1月推出新的公會專業資格考試(Chartered Governance Qualifying 
Programme；簡稱CGQP)，取代現有的國際專業知識評審考試體系(International Qualifying 
Scheme；簡稱 IQS)。CGQP側重風險管理和合規，調整了財務和決策課程的重點，以及引入董
事會動態治理新模塊。

一旦畢業學員取得要求的工作經驗，即可申請成為公會和特許公司治理公會的會員。所有準會員

必須聲明他們有適當的品格，並獲兩名專業人士推薦，其中一名必須同時為公會和特許公司治理

公會的會員。成功申請人將成為公會和特許公司治理公會  的會士，在獲得規定要求的工作經驗

後，會士可以申請成為資深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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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內地資本市場的開放，董事

會秘書們繼續為企業和社會帶來

價值。隨著內地董事會秘書與全

球市場的接觸日益增多，特許秘

書和Char te red  Gove rnance 
Profess ional資格為內地董事會
秘書們提供了治理、風險管理、法

律、金融和董事會動態治理等重要

的多學科知識。

中關村科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兼首席財務官 高偉博士FCIS FCS(PE)

同時成為一名特許秘書和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就是
加入一個專屬的專業俱樂部。這是一

項世界公認的資格認證，為會員提供

了可以在幾乎任何國家工作，以及從

事多種工作的機會，而且這份專業使

會員們的每一天都充滿新的機遇與挑

戰。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Neil 
Olofsson F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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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資格
 （通過考試取得）

屬於以下協會的成員：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
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AICPA）
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協會（CGA Canada）
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CIMA）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CICPA）
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
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
香港律師會（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中國司法部法律職業資格（PRC Legal 
Professional Qualifi cation）

  專業資格
 （通過考試取得）

屬於以下協會的成員：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
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AICPA）
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協會（CGA Canada）
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CIMA）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CICPA）
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
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
香港律師會（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中國司法部法律職業資格（PRC Legal 
Professional Qualifi cation）

會員路徑

–或–
香港城市大學

專業會計與企業管治理學碩士

（企業管治專業）

香港浸會大學

企業管治與合規理學碩士

香港理工大學

企業管治碩士

香港公開大學

企業管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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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專業資格考試（CGQP）
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 

第一部分：

公司治理
公司秘書實務與合規
香港公司法
財務與會計信息解讀

第二部分：

戰略管理
風險管理
董事會動態治理，或香港稅務（選修科目）

有關課程更多信息，請登入公會網站：www.hkics.org.hk

合作課程（CCA）
學術資格

相關的學位（例如會計、財務、管理、

公司治理或法律）或其他學位



8年相關
高級管理經驗

3-6年相關
工作經驗，而該經驗

於就讀之前、

同時或之後獲得均可

作為多家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我也是一名合資格的特許秘書和Chartered Governance 
Professional，我發現公司秘書的角色對於確保公司及其董事會符合日益苛刻的監管和上市
要求，達到最高標準是不可或缺的。隨著香港公司治理環境的複雜性和質素標準不斷發展，

公司秘書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要。我強烈認為，一位合格而稱職的公司秘書，既是董事會成

員履行其不斷變化的角色和職責的推動者，也是他們值得信賴的顧問。

多家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何麗康FCIS 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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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專業資格考試

國際專業知識評審

（提供至2019年12月）

CGQP
（自2020年1月起提供）
課程內容請參見第八頁藍色方框

畢業學員

（ICSA畢業學員）

會士

（ACIS（特許
公司治理公會會
士）和ACS（香
港特許秘書公會
會士））

資深會士

（FCIS（特許公
司治理公會資深
會士）和FCS（香
港特許秘書公會
資深會士））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于香港註冊成立的担保有限公司）

香港辦事處

香港中環都爹利街 8號香港鑽石會大廈 3 樓

電話 : (852) 2881 6177 傳真 : (852) 2881 5050
電郵 : ask@hkics.org.hk 網址 : www.hkics.org.hk

北京代表處

北京市西城區宣武門西大街甲 127 號大成大廈 15A 層 15A04A 室   
郵編 100031
電話 : (8610) 6641 9368 傳真 : (8610) 6641 9078
電郵 : bro@hkics.org.hk 網址 : www.hkics.org.cn

版權©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