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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其他碩士 / 深造課程一覽表
院校 及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 內容

學費

查詢方法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20,000

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科學系
查詢電話：3411 7079 / 3411 5127
電郵：itm@comp.hkbu.edu.hk
網址：www.comp.hkbu.edu.hk/msc/
itm/

2年 兼讀制

$174,000
(分4期繳交)

1 年全日制
2.5年兼讀制
(30個學分)

每學分
$3,000

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
查詢電話：2333 0600
網址：www.ise.polyu.edu.hk/
msctm

2年 兼讀制

$99,600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查詢電話：3442 5805
網址：www.cityu.edu.hk/ce/fire

課程為資歷較淺的人力資源管理
(HRM)從業員及有意投身HRM事業
的人士而設。

2年 兼讀制

$129,000
(分4期繳交)

香港浸會大學管理學系
查詢電話︰3411 7531
網址︰www.hkbu.edu.hk/~mhrm

香港理工大學 MSc in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課程對象是從事或有志投身人事管
理的人士。課程有助學員深入了解
人事管理和員工培訓的技巧，從而
靈活地處理人事及企業管理方面的
問題，提升企業的生產力。

1.5年 全日制
2.5年 兼讀制

$161,200*
(本地生)
$241,800*
(非本地生)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查詢電話：2766 7381
網址：www.polyu.edu.hk/mm/msc/
hrm

香港理工大學 MSc in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課程選修科目靈活，課程有助學員
了解人力資源管理，靈活解決人事
及企業問題，以達到機構的目標。

1.5年 全日制
2.5年 兼讀制

$161,200
(本地生)
$241,800
(非本地生)

嶺南大學管理學
人力資源管理及
組織行為學碩士

課程著重提升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
專業知識，鞏固企業人才培訓及管
理，並有助有意投身人力資源專業
的人員獲取專業資格。

1年全日制

本地生︰
$100,000
非本地生︰
$152,000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管理及市場學系
查詢電話：2766 7381
網址：www.polyu.edu.hk/mm/msc/hrm
嶺南大學管理學學系
人力資源管理及組織行為學碩士課程
辦公室
查詢電話︰(852)26168309
網址︰http://www.ln.edu.hk/mgt/prog/

課程的設計涵蓋運輸管理、物流及
供應鏈管理、組織理論及行為、成
本及財務、質量管理以及信息技術
等各方面的尖端知識。

1-2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
查詢

課程設計涵蓋運籌管理、物流及供
應鏈管理、組織理論及行為、成本
及財務、質量管理及資訊技術等各
方面的尖端知識。

1-2年

每學分
$4,540

結合創新和最前瞻的全球供應鏈管
理知識，培養中高級企業人員實際
運作管理理論和技巧。

2.5年兼讀制
(碩士課程)
1.5年兼讀制
(深造文憑)

$150,000
(碩士課程)
$90,000
(深造文憑)

結合創新和最前瞻的全球供應鏈管
理知識，培養中高級企業人員實際
運作管理理論和技巧。

2.5年兼讀制
(碩士課程)
1.5年兼讀制
(深造文憑)

$150,000
(碩士課程)
$90,000
(深造文憑)

1年全日制
2.5年兼讀制
(碩士課程)
1年全日制
2年兼讀制
(深造文憑)

本地生：
$151,800
(碩士課程)
$82,800
(深造文憑)
非本地生
$202,950
(碩士課程)
$110,700
(深造文憑)

香港浸會大學 MSc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課程旨在培訓信息技術管理人才， 讓
學生掌握先進的信息技術及管理 知
識，融會貫通。

香港浸會大學 MSc in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MSc in Fire Safety
Engineering

以大中華的商業環境為背景，為學
員提供相關的人力資源策略管理知
識和技巧培訓，培育他們成為企業
的策略夥伴，協助企業制定周詳的
經營策略和實踐方案。
科技管理對各行業發展及產品的研
發尤其重要。課程強調解決與科技
有關的核心問題，如科技發展、轉
移及評估等。
課程具專業認可，專為在職業界
人士 進修或進一步爭強競爭力而
設。課程 由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地 及本地教學人員共同
任教。

香港浸會大學 Master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香港理工大學 MSc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香港大學 MSc (Eng)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香港城市大學 MSc in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香港理工大學 MSc / PgD in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香港理工大學 MSc / PgD in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香港理工大學 MSc / PgD i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

課程針對航運、運輸及物流業實際
需要，讓學員更了解行業現況。

修讀年期 / 學制

香港浸會大學管理學系
查詢電話：3411 7531
網址：www.hkbu.edu.hk/~mscshrm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查詢電話：2859 2586
網址：www.engg.hku.hk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系
查詢電話：3442 8557
網址：www.cityu.edu.hk/ms/
mscoscm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物流及航
運學系
查詢電話 : 2766 4608
網址 : www.polyu.edu.hk/lms/en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物流及航運學系
查詢電話：2766 7409
網址：https://www.polyu.edu.hk/lms/
en/academic-programmes/
postgraduate-programmes/
gscm/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物流及航運學系
查詢電話：2766 4065
網址：https://www.polyu.edu.hk/lms/
en/academic-programmes/
postgraduate-programmes/istl/

(資料以院校最後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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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碩士 / 深造課程一覽表
院校 及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 內容

學費

查詢方法

2.5年 兼讀制

$141,000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物流及航運學系
查詢電話：2766 7409
網址：https://www.polyu.edu.hk/lms/
en/academic-programmes/
postgraduate-programmes/om/

課程提升 行政人員的管理及營運管
理知識和技巧，幫助他們掌握企業資
源管理的工 具，以達致生產效益，
及產品/服務配送。

2.5年 兼讀制

$141,000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物流及航
運學系
查詢電話：2766 7409
網址：www.polyu.edu.hk/lms/en

香港中文大學 MSc in Marketing

課程經過細心設計，內容強調創 意、
闊度及深度，符合業界實際需 要。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220,000
(全日制)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
查詢電話：3943 7807/3943 5935
網址：www.bschool.cuhk.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Master of Finan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課程為學生提供資產管理、投資組
合管理及基金管理三方面的最新知
識，並著重風險評估及管理技巧的
訓練。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83,600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會計及金
融學院
查詢電話：2766 7042 / 2766 5645
網址：www.af.polyu.edu.hk/pgprog/
mof (兼讀制) www.af.polyu.
edu.hk/pgprog/ mofft (全日制)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ustralia
MBA (Specialization
in Finance, HRM and
Marketing)

本課程於The Good Universities
Guide連續7年獲頒5星及於
Gradua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GMAA) 連續8年獲頒5
星，師資及課程質素 有所保證。設
金融、HRM及市場學專 科。

2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查詢電話：2774 8596
網址：www.hkma.org.hk/unisamba

香港理工大學 MSc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課程涵蓋市場管理學、國際市場
學、消費者行為及經濟管理學等，
並透過個案研究，幫助學員在商業
社會上學以致用。

1.5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167,400
(本地生)
$248,000
(非本地生)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管理及市
場學系
查詢電話：2766 7381
網址：www.polyu.edu.hk/mm/msc/mm

香港理工大學 MSc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課程涵蓋市場管理學、國際管理學
及消費者行為等，並透過個案研
究，幫助學員在商業社會上學以致
用。

1.5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167,400
(本地生)
$248,000
(非本地生)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管理及市場學系
查詢電話：2766 7381
網址：www.polyu.edu.hk/mm/msc/mm

香港浸會大學 MSc in 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環球市場管理學理學碩
士課程)

環球市場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
(MScGMM) 是由香港浸會大學市場
學系、英國謝菲爾德大學(Sheffield
University)管理學院首創的一年全
日制碩士課程。學生於英國(第一學
期)及香港(第二學期)就讀，以一年
時間親身體驗環球文化。本課程充
分善用兩所大學的地理優勢，師生
來自不同國藉，並通過本地及亞洲
區考察，擴大國際人脈網絡。透過
課堂研習及畢業論文等訓練，培養
學生國際營銷管理的理論與實務。
課程以英語授課，畢業後獲得由兩
所大學聯合頒發碩士證書。

1年 全日制

第一學期:
英鎊5,500
(UK/EU
students)
英鎊10,125
(International
students)

香港浸會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 市場學系
環球市場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 3411 5712
電郵：mscgmm@hkbu.edu.hk
網址：www.hkbu.edu.hk/mscgmm

香港浸會大學 MSc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Global
Marketing
(創業及環球市場學理學
碩士課程)

創業及環球市場學理學碩士課程
(MScEGM) 是由香港浸會大學市
場學系、法國格勒諾布爾管理學院
(Grenoble École De Management)
合辦的一年全日制碩士課程。學生
於法國(第一學期)及香港(第二學期)
就讀，以一年時間體驗兩地文化。
課堂除涉獵創業範疇外，更會涵蓋
國際營銷管理。課程以英語授課，
畢業後獲得由兩所大學聯合頒發碩
士證書。

1年 全日制

第一學期:
英鎊12,400
第二學期:
$124,000

香港浸會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
市場學系 創業及環球市場學理學碩士
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3411 7713
電郵：mscegm@hkbu.edu.hk
網址：www.hkbu.edu.hk/mscegm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Dublin Master of Science
(Marketing)

課程在港開辦20年，譽為全球首
1%排名之大學，其商學院於《金
融時報2015》歐洲排名36，同時榮
獲AACSB, AMBA & EQUIS (Triple
Crown) 三冠國際認證。

1.5 年 兼讀制

$99,200

香港大學 Master of Statistics

課程要求學生修讀9個學科，設有風
險管理和數據分析兩個領域。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每年
$141,000* 兼
讀制每年
$70,500*

香港理工大學 MSc in Management
(Operations
Management)

提升行政人員的管理及營運管理知
識和技巧，幫助他們掌握企業資源
管理的工具，以達致生產效益，及
產品/服務配送，課程尤其適合任職
於公私型機構的服務或製造業的營
運管理專才。

香港理工大學 MSc in Management
(Operations
Management)

修讀年期 / 學制

Kaplan Higher Education
查詢電話：2836 0332
網址：www.kaplan.edu.hk
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
查詢電話：3917 4152
網址：www.saasweb.hku.hk/
programme/mstat
(資料以院校最後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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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碩士 / 深造課程一覽表
院校 及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 內容

修讀年期 / 學制

學費

香港大學 MSocSc Criminology

創於1986年，香港唯一一個犯罪學
修課式碩士課程。課程定位於亞洲
社 會，尤其是香港和兩岸三地；為
香港 的執法和法律體系中的專業人
士提供 進修機會。

查詢方法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每年
$95,000
兼讀制每年
$47,500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
查詢電話：3917 2309
網址：www.sociodep.hku.hk/html/
prog_mss.html

香港大學 MSocSc Media,
Culture and Creative
Cities

自2013年開辦，以社會科學角度研
討傳媒和文化創意產業在世界城巿
發展中的功能和作用，並特別著重
香港、中國和亞洲地區的實況。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每年
$95,000
兼讀制每年
$47,500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
查詢電話：3917 2309
網址：www.sociodep.hku.hk/html/
prog_mss.html

香港中文大學 人類學文學碩士課程

課程為同學提供人類學理論及研究方
法的系統性訓練。修畢本課程後，畢
業生可有效掌握不同人類學理論，以
解釋多樣而複雜的人類文化及社會，
能有系統地認識田野考察技巧和相關
道德規範。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每科$11,875
(共8科)

香港中文大學 認證化學碩士課程
MSc in Accreditation
Chemistry

有系統地培訓檢測人才。課程不但
涵蓋技術方面，也包括實驗室、環
保及職安健管理。更教授與行業有
關的貿易、法規等知識。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每年
$126,000
兼讀制每年
$63,000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
查詢電話：3943 1304
網址：www.chem.cuhk.edu.hk/
acchem.html

香港中文大學 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
士課程
(MGPE Programme)

訓練學生以多角度分析研究環球政
治經濟的重要議題，為學生未來的
事業發展作更充分準備。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40,000
(整個課程)
每增修一科
之學費為
$8,750

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3943 6737
電郵︰mgpeinfo@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ssc/mgpe

香港中文大學 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文學
碩士課程

旨在提升學生在處理家庭實務及親
職教育方面的專業能力和技巧。

2年 兼讀制

$123,500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查詢電話：3943 7556
電郵：postgrad@swk.cuhk.edu.hk
網址：web.swk.cuhk.edu.hk/en-gb/
postgraduate/mafcfe

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文學碩士
MA in Fine Arts

課程是為有意發展個人藝術創作的
人士提供一個深造平台。以創作
實踐和研討的形式，引導學生發展
個人的創作方向。內容包括藝術歷
史、文化理論及藝術創作，以協助
學生從專業的角度來訂定或重新審
視藝術創作、加強批判思考、提高
技術水平。

2 年兼讀制

$120,000

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系
查詢電話：39437615
網址：finearts.arts.cuhk.edu.hk

香港浸會大學及英國肯特
大學商學院 運籌學及商業統計學雙
碩士課程

學員既可學習運籌學及商業統計學
的專業知識，也可體驗西方的教學
方式，掌握雙重優勢。

1年 全日制

$150,000

香港浸會大學數學系
查詢電話：3411 2347
網址：www.math.hkbu.edu.hk/MSCORSTAT/

香港浸會大學 MA in Communication

設有必修的傳播學理論基礎、研究
方法，將傳播戰略和技能融入管理
媒介、公共機構或私人公司。選修
涵蓋公關廣告、組織傳播，危機管
理。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每年
$120,000 兼
讀制每年
$60,000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查詢電話：3411 8158 / 3411 7367
網址：www.hkbu.edu.hk/~macomm

香港浸會大學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s in Media
Management

由傳理學院和商學院合辦，香港首
個集傳播、公關廣告、市場營銷、
管理及財務和傳媒法規綜合訓練為
一體的課程。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每年
$120,000 兼
讀制每年
$60,000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查詢電話：3411 8158 /3411 7367
網址：www.hkbu.edu.hk/~mm

香港浸會大學 MSc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分析化學理學
碩士課程

結合理論學習，實驗課和專題研
習，讓同學深入掌握現代化學分析
方法的原理及實際應用。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20,000

香港浸會大學化學系
查詢電話：3411 7063
網址：chemistry.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行
政管理碩士課程

本課程結合香港浸會大學、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院及紐約佩斯大學的學
者授課，以全球的角度作比較和討
論，引用香港及內地的實況。

2年 兼讀制

$125,000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
查詢電話：3411 8096
網址：bumpa.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公共事務倫理學文學碩
士 - M.A. in Ethics and
Public Affairs

學員可以是剛畢業的大學生、教
師、公務員、社會工作者、文化工
作者，以及所有希望在公共事務的
倫理思考上自我提升的人。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00,000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查詢電話：3411 5822 / 3411 5127
電郵：ma_epa@hkbu.edu.hk
網址：maepa.hkbu.edu.hk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電話：3943 7670 / 3943 7677
電郵：anthropology@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ant/ma.htm

(資料以院校最後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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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碩士 / 深造課程一覽表
院校 及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 內容

修讀年期 / 學制

學費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UK Master of Science in
Health Administration

課程適合於公私營醫療機構工作而
有管理經驗或計劃開展管理工作人
士。課程注重實用性，提供多樣化
的導修支援。

2年 兼讀制

$99,000

香港理工大學 運籌及風險分析理學碩士
學位

透過專題研習，提升學生在物流、
優化、金融及風險管理上的決策及
管理能力。

3年 兼讀制
1.5年 全日制

其他碩士/深
造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查詢電話：3400 3141
網址：www.polyu.edu.hk/ama/
pg/63024

香港理工大學 科技應用數學碩士學位
專業: 1) 決策科學 2) 精
算及投資科學

利用數學工具、數據分析及處理方
法，解決科學、金融、運籌、統
計等各領域中的不同問題，適合對
數理科有興趣或從事工程、科學技
術、金融或商業管理的人士修讀。

決策科學專業為三
年兼讀制課程，精
算及投資科學則是
兩年全日制課程

請向院校
查詢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查詢電話：2766 6949
網址：www.polyu.edu.hk/ama/
pg/63022

3年 兼讀制

$174,680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查詢電話：2766 5714
電郵：sspg@polyu.edu.hk
網址：apss.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
學位 Master of Arts
in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1.5年 全日制
3年 兼讀制

每學分
$3,950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查詢電話：2766 5761
電郵：sspg@polyu.edu.hk
網址：apss.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心理學碩士學位
Master of Applied
Psychology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27,500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查詢電話：2766 4314
電郵：sspg@polyu.edu.hk
網址：apss.polyu.edu.hk/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27,500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查詢電話：2766 4314
電郵：sspg@polyu.edu.hk
網址：apss.polyu.edu.hk/

1.5年 全日制
3年 兼讀制
3年 兼讀制
(連夏季學期)

每學分
$3,950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查詢電話：2766 5715
電郵：sspg@polyu.edu.hk
網址：apss.polyu.edu.hk/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3,950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查詢電話：2766 5784
電郵：sspg@polyu.edu.hk
網址：apss.poly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社會工作碩士學位
Master of Social Work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心理學碩士學位（特
殊學習需要）Master of
Applied Psychology
(Diverse Learning
Needs)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為亞 太
區內最強大和最具活力的社會服 務教
育與專業社會工作人員的訓練 中心之
一，一直致力為香港社會培 養和教育
專業社會工作人員、社會 政策及福利
行政人員、心理學家及 輔導員等。

香港理工大學 社會工作文學碩士學位
（家庭本位實務及家庭治
療）Master of Arts in
Social Work (Familycentred Practice and
Family Therapy)
香港理工大學 社會政策及社會發展文
學 碩士學位 Master
of Arts in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查詢方法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查詢電話 : 2774 8500
網址 : www.hkma.org.hk/enu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Doctor of Psychology
in Clinical Psychology

課程目的是培訓臨床心理學專業人
才，學員可選擇最後一年往美國實
習以考取美國執業牌照，持有學士
學歷者亦可申請報讀。

4-8年 兼讀制

$585,000

BPP University College Graduate Diploma in
Law (GDL)

入讀GDL課程前不要求學生有法律
知識背景。完成課程後，學生可以
在港報讀PCLL課程。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英鎊10,600

MacGregor Education Services Ltd
麥理博教育服務中心
查詢電話：2300 1824
網址：www.icdfl.com/bpp/gdl.html

Monash University Master in Counselling

譽為全球首1% 排名之大學，排名
第67位，100%由大學本部教授面
授， 課程全部以習作評核，畢業後
更可申 請成為輔導學會會員。

12-18個月兼讀制

澳元20,400 /
30,600

Kaplan Higher Education
查詢電話：2836 0332
網址：www.kaplan.edu.hk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查詢電話：3442 8756
網址：www.cityu.edu.hk/ce/psyd/

(資料以院校最後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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