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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nd Stock Market Investing

股市大數據投資攻略
課程編號

FINA9306

報名代碼

1685-1312NW

課程制式
兼讀制
開課日期
2019年4月8日 (星期一)
下次開課日期 8月2019年
修業期
5個星期
教學語言
廣東話
課程費用
每科 HK$1500



截止於 2019年4月4日 (星期四)

查詢
 2867 8476
 2858 4750
 ﬁnsc@hkuspace.hku.hk

大數據時代，用Big Data 分析股市! 投資決策Big Data!
Think Big Data! Think HKU SPACE!

課程簡介
課程將介紹不同的方法來取數和解讀公司和香港交易所發布的本地股票市場的數據, 從而改善學生的
投資決策。重點將是利用市場上可用的大數據 加以分析來增加投資收益。
"Think BIG DATA, Think HKU SPACE"

詳情
https://hkuspace.hku.hk/prog/big-data-and-stock-market-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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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業績數據
．拆解盈喜盈警股
．追蹤績優績差股
1.

股息數據
．如何揀選高息股
．派特息有跡可尋
2.

增減持/回購數據
．解構數據可信性
．善用增添得勝率
3.

賣殼/私有化數據
．計算殼股值博率
．私有化套利攻略
4.

配股/供股數據
．配股價買賣關鍵
．供股及低吸良機
5.

6.

、北水及沽空數據

CCASS

報名代碼

1685-1312NW

-

日期 / 時間


逢周一，7:00pm - 10:00pm

修業期






每單元15小時
5講
每講3小時

地點






統一教學中心
金鐘教學中心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https://hkuspace.hku.hk/prog/big-data-and-stock-market-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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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澳洲麥格理管理研究院金融管理學碩士，澳洲
紐卡素大學博士，研究金融科技的適應度。 曾為本港和內地資訊科技顧問及開發公司資訊科技總
監，為投資銀行、大學、醫院、政府及環球供應商投供顧問及發展服務，亦為Big Four SME主題
專家。曾應邀到蒙古烏蘭巴托出席由歐盟出資為當地官員開辦的公開論壇提供訓練。兼任大學講
師及進行研究，以分享他在資訊科技和金融分析上的專門知識。
Dr. Peter Yau

上課詳情
月

年 (M59163)

4 2019



Tentative timetable is subject to change and the course commencement is subject to
sufﬁcient enrollment





臨時時間表的開課時間會因收生情況而可能作出更改。
Class schedule will be given out upon receipt of enrolment/payment; one week prior to course
commencement







時間表會在付款後，及開課前一星期派發給學員。
In case of cancel class, course fee will be refunded or transferred to next available intake

若課程取消，課程費用將被退還或轉移到下一個學期。

Tutor: Dr. Peter Yau and his team

日期

時間

地點

8-4-2019 (Mon)

19:00-22:00

TBA

15-4-2019 (Mon)

19:00-22:00

TBA

29-4-2019 (Mon)

19:00-22:00

TBA

6-5-2019 (Mon)

19:00-22:00

TBA

20-5-2019 (Mon)

19:00-22:00

TBA

Dr. Peter Yau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澳洲麥格理管理研究院金融管理學碩士，澳洲紐卡素大學博
士，研究金融科技的適應度。
https://hkuspace.hku.hk/prog/big-data-and-stock-market-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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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為本港和內地資訊科技顧問及開發公司資訊科技總監，為投資銀行、大學、醫院、政府及環球供
應商投供顧問及發展服務，亦為Big Four SME主題專家。曾應邀到蒙古烏蘭巴托出席由歐盟出資為
當地官員開辦的公開論壇提供訓練。兼任大學講師及進行研究，以分享他在資訊科技和金融分析上
的專門知識。

費用

課程費用




學費 : 每科 HK$1500
每科 (修讀證明書: 如學生需申請修讀證明書，可在修畢課程後向本院遞交申請表SF22A，並附上
港幣30元正支票，抬頭請書明「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申請資格: 學生必須符合學員課堂出
席率達百分之七十。學院將根據現存之記錄發出有關證明。)

申請

申請表
報名辦法



下載申請表

網上報名服務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大部份以先到先得形式報名的課程及個別學歷頒授課程均提供24小時網上報
名及繳費服務，申請人可在網上使用「繳費靈」、VISA或萬事達卡繳付學費。
1.

填寫網上報名表格
申請人可按該課程網頁的右上角的
照指示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圖示進入網上服務網頁，然後按

某些課程須甄選入學，並要求申請人上載課程網頁中指定所須文件(如學歷證明)。系統只支援
doc, docx, jpg 和pdf格式之附件。
2.

繳付學費
繳費靈網上服務 - 申請人須先開立繳費靈戶口及設定繳費靈網上密碼。有關如何申請繳費靈戶
口及密碼，請瀏覽繳費靈網址http://www.ppshk.com。

https://hkuspace.hku.hk/prog/big-data-and-stock-market-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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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咭網上繳費服務 - 申請人可以VISA或萬事達卡（包括「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萬事達
卡」）繳付學費。

如欲得悉如何於網上報讀課程及繳費，請瀏覽網上指南 :




短期課程
個別學歷頒授課程

親身報名/郵遞
報讀新課程
1.
2.

凡以「先到先得」為取錄方式的課程，請填妥SF26報名表，親往報名中心或以郵遞方式連同
學費以及所需證明文件呈交；或透過相關課程網頁利用24小時網上報名服務報名。
申請學歷頒授及專業課程可能需要其他資料，報名表可向報名中心或有關課程負責人索取。填
妥申請表格後，請連同報名費/學費以及所需證明文件親往報名中心或以郵遞方式遞交。

報讀同一學歷頒授課程內其他單元

甲、 親身或郵寄報名
1. 學院為學歷頒授課程特設「註冊及學費通知」，適用於一般學歷頒授課程。
2. 課程負責人會為學員送上「註冊及學費通知」(「通知」)，請填妥有關「通知」，並親往報名
中心或以郵遞方式，遞交「通知」及繳交所需費用。
乙、 網上報名
個別課程為須報讀同一學歷頒授課程內其他單元或繳交下期學費的學員，提供網上服務。如學
員就讀的課程設有此服務，課程負責人會通知學員有關程序。
如對報名程序有任何疑問，請詳閱個別課程資料，或聯絡有關課程負責人或報名中心。
下載報名表SF26]

[

課程/科目報名注意事項:
1. 選用網上報名服務必須在已接駁互聯網及支援JavaScript程式瀏覽器的電腦上進行。建議選用
Internet Explorer 5.01或以上的瀏覽器。
2. 申請人不應閒置申請超過10分鐘。否則，申請人必須重新開始整個申請程序。
https://hkuspace.hku.hk/prog/big-data-and-stock-market-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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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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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報名只支援「學習里程獎勵計劃」和「提早報讀優惠」。如需享用其他報讀優惠，請親臨
學院的報名中心報名。
在網上報名過程中，由於提交課程申請和付款在系統處理上為兩個不同的程序，成功付款並不
保證成功被獲取錄。任何不成功的申請，課程組職員將儘快與 閣下聯絡。
申請人應注意，不論親身或網上報讀，相同的課程/科目只可提交一次申請。
在網上報名過程中，付款成功後，網頁將顯示付款確認。另外，確認電子郵件亦會發送到 閣
下的電子郵件帳戶。請保留確定回條作日後查詢用途。
除特殊情況(例如課程因報名人數不足而被取消)及法例規定外，一切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如須甄選入學，則正式收據並不可作為 閣下已獲取錄的證明。學院將在截止報名日期後儘快
通知申請者是否獲取錄。落選的申請人將獲退還已繳交的學費。

免責聲明
本學院為學院開設的其中一些課程提供在線服務的平台。雖然本學院會力求在有關網頁上刊載的資訊正確和合
時，但本學院卻不能為這些資訊作出任何明確或隱含的保證。本學院尤其不會保證下列各項：資訊並無侵犯版
權，資訊可安全使用、資訊準確、資訊適合任何目的、資訊不含電腦病毒 等。
本學院（包括其僱員及附屬機構）對你在網上付款而由下列原因所導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責；上述原因包
括：（1）由付款銀行或獨立商戶因為付款的網關在處理付款的信用卡、付款卡、智能卡或其他付款的設施時出現
任何信息或資訊傳送的失誤、延誤、中斷、中止、或限制（2）從付款的網關傳送而來的任何信息或資訊中出現的
疏忽、錯誤、誤差或遺漏；（3）付款的網關在完成網上付款時出現的故障、失靈、或失誤；（4）任何由付款的
網關引起或與付款的網關相關的原因，包括未獲授權進入、資料傳送的改動、任何非法行為等。
以上中文本純作參考之用，如內容與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一切以英文版本為準。

付款方法
1. 現金或「易辦事」（EPS）

申請人可親臨學院任何一所報名中心，以現金或「易辦事」(EPS) 繳付學費。
2.

支票或銀行本票

如以劃線支票或銀行本票繳付，抬頭請註明「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支票背面請寫上課程名稱
及申請人姓名。 閣下可：




親臨學院各報名中心遞交支票或本票、報名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或
可將上述文件一併寄交各報名中心。信封上請註明「報讀課程」。

╱萬事達卡

3. VISA

https://hkuspace.hku.hk/prog/big-data-and-stock-market-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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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可以 VISA 或萬事達卡繳付學費。申請人如同是「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萬事達卡」持有人，
以該萬事達咭付款報讀港幣2,000元或以上之課程，可享有十個月免息分期付款優惠。詳情請向學院
報名中心職員查詢。
4.

網上繳費服務

申請人可使用「繳費靈」、VISA或萬事達卡於網上繳付所有短期課程（以先到先得形式報名）及個
別學歷頒授課程之學費。詳情請參閱本院有關網上服務的網頁。

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如報讀的短期課程開課在即，學院可要求申請人以現金、易辦事或信用卡（Visa或萬事達卡）繳
付學費。
除由學院裁定的特殊情況（例如課程因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之外，一切已繳費用概不退還。如
獲學院批准退還款項，以現金、易辦事、支票或網上繳費靈繳交之款項，將以支票退款；以信用
卡繳交之款項，退款將直接退還至支付款項時使用的信用卡戶口。
除本學院網頁所列明的學費外，個別課程或有其他額外收費，詳情請參閱有關之課程小冊子或聯
絡有關學科職員。
學費及學額不得轉讓。一經取錄，學員不得轉讀其他課程，惟學院對特殊情況可酌情處理。轉讀
申請一經批准，學員須繳付每一項申請港幣120元之手續費。
學院對郵遞失誤而遺失的支票或本票、付款收據或個人資料，概不負責。
若學員有意申請額外收據，請把填妥之申請表、貼上足夠郵資的回郵信封、連同劃線支票交回本
學院。每張收據申請費用為港幣30元。支票抬頭註明「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補發的學費收
據通常於課程完結後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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