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騰訊飛騰加速器 — 金融科技創新趨勢及應用線上培訓課程 
 

報名表 Enrolment Form 
 

 

課程不納入澳門特區政府“保險中介人持續專業培訓計劃”。 

 

報讀課程，請選擇〔請在適當方格內 ✓〕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時間 課時 
截止 

報名 
學費 

□   IFS-2022-10  數字科技創新推動金融機構發展 
2022 年 1 月 21 日 

星期五 14:30 - 17:00 

2.5 小時 

Hours 

1 月 

19 日 
免費 

□   IFS-2022-10A  疫情下移動支付發展新業態 
2022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六 14:00 - 15:00 

1 小時 

Hours 

1 月 

19 日 
免費 

* 本線上培訓課程需使用騰訊會議軟件，學員需自行準備。 

 

個人資料 Personal Details (＊必填)：          □  先生 Male          □  女士 Femal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外文姓名  

Name in Foreign Languag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____ / ____ / ________ 
 日 D      月 M            年 Year 

＊身份證／護照號碼  

ID/Passport No. 
 

＊機構名稱 

Company Name  

＊職位 Position  

＊手提電話

Mobile(通知課程安排)  
 電郵 E-Mail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課程手冊”內的各項條件及規定，包括收集本人個人資料的用途。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the rule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the “Course Handbook” including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my personal data. 

 

 

 簽署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 
 
學員編號 

Studen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僅供澳門金融學會內部使用 For office use only) 

 

備注 Remarks： 

1. 由於名額有限，報名採取先到先得，額滿即止。Limited seats available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2. 報名者僅於首次報名時，須附上身份證副本。 

An applicant is required to attach a copy of his/her Identity Card for the 1st enrolment. 



 

騰訊飛騰加速器 — 金融科技創新趨勢及應用線上培訓課程 

 

課程目的 Course Objective 

 

本課程培訓以“金融科技創新趨勢及應用培訓”為主題，聚焦金融科技創新，包括產業

科技、行業數字化轉型、跨境電子支付等相關內容，推進大灣區金融科技創新發展、促

進兩地人才合作交流。 

 

飛騰加速器為騰訊集團金融業務公共事務部旗下金融合規知識培訓品牌。以“聚焦合規

政策分享，加速金融科技騰飛”為宗旨，飛騰加速器定期邀請國內外金融科技領域專

家、學者，為騰訊集團、行業合作夥伴和機構提供國際金融科技政策的最新動向和產業

創新實踐的解讀，助力金融科技和合作夥伴合規經營、創新發展。 

 

課程對象 Target Participants  

 

本課程適合澳門金融從業員以及其他對該課題有興趣人士。 

 

導師 Instructor 

 

蔡毅海 - 騰訊雲港澳業務總監 

 

蔡毅海先生擁有香港科技大學的 MBA 學位，在 IT 行業擁有超過 25 年的豐富經驗，特

別是在企業銷售領域，專注於基礎設施解決方案、管理服務和雲技術。曾於 IBM 領導

香港和中國大陸不同的業務部門超過 23 年，及於香港亞馬遜 AWS 任職。 

 

林劭苾 - 騰訊雲高級方案架構師 

 

林劭苾女士畢業於香港大學，獲得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並擁有多項云及 IT 業內資質

認證。是一位資深的企業數碼化轉型架構師，專注於互聯網、科技、零售等多個行業領

域，負責的業務覆蓋端到端零售運營、服務定價策略及 O2O 轉型等多個範疇。曾分別

在香港賽馬會任職開發工程師和 Klook擔任 API 系統項目經理，主要負責大型企業 IT 

系統的架構設計及實現。 

 

汪競帆 - 騰訊雲高級方案架構師 

 

汪競帆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獲得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並擁有多項云及 IT 業內資質

認證。在 IT 行業擁有超過 10 年的豐富經驗，特別是在企業級解決方案領域，專注於混

合雲架構設計，基礎設施運帷及管理服務，同時幫助客戶滿足監管機構的合規需求。曾

於IBM 為金融業客戶提供超過 7 年的架構技術支持。 

 

 

 

 



 

陳張維 - 微信支付跨境業務港澳台區域總監 

 

陳張維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擁有廣告學碩士學學位，擁有多年廣告行業經驗，在

騰訊微信支付行業負責澳門政府跨境消費券、澳門酒店商圈智慧營銷、大灣區微信支付

行業智慧方案等大型項目。 

 

 

課程內容 Course Contents： 

 

第一部分：數字科技創新推動金融機構發展（導師：蔡毅海先生、林劭苾女士、汪競帆

先生） 

1) 利用 WeChat 生態打造大灣區私域流量入口提升獲客能力 

— 微信生態系統如何觸達大灣區客戶 

— 如何建立並維護私域流量入口 

2) 大數據助力銀行進行風險洞察與客戶分析 

— 騰訊人工智能和大數據能力如何幫助客戶進行風險管理 

— 騰訊客戶數據平台（CDP）如何幫助客戶分析，追踪並管理與客戶互動情況 

3) 騰訊客戶數據平台（CDP）如何幫助客戶分析，追踪並管理與客戶互動情況 

 

第二部分：疫情下移動支付發展新業態 （導師：陳張維先生） 

1)  疫情對移動支付的影響 

— 全球無接觸支付方式迅速流行，移動錢包成為主流 

— 跨境電商發展成為新趨勢 

2) 微信支付在澳門跨境運營的實踐 

— 跨境政府消費券的澳門首創 

— 微信支付為各行業商戶賦能，促進數字化發展 

 

 

其他課程資料 Other Course Info. 

 

語言 Language 粵語及普通話授課，中文講義 

查詢 Enquiry 請電溫先生 8297 2612，或李先生 8297 2626，或譚先生 8297 2610 

上課地點 Venue  本線上培訓課程需使用騰訊會議軟件，學員需自行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