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銜接學士課程指南

世事無常，變幻才是永恒。一年前相信沒有人估計得到這十二
個月期間世界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無論世界怎變，求學求
進才可成功，這個法則應該不會改變。

政府在去年 12月公布，2020 / 21 學年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
變動，上調「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
助計畫」（免入息審查資助計畫）的資助額。免入息審查資助計畫的資
助額將由本學年的每年31,300元增至 32,100元。

調整後的資助額適用於符合資格的新生和舊生。資助金在相關
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發放。就讀相關課程的合資格學生，只需支付
扣除資助額後的學費。有需要的學生仍可就實際應繳的學費向學生
資助處申請學生資助。

對於有意修讀銜接學士學位（Top-up Degree）的同學來說，這
個絕對是一個喜訊。

因為上述計畫將涵蓋十六所院校所提供的合資格全日制經本地
評審本地及非本地自資首年學士學位及銜接學位課程。然而，不少
同學對銜接學士學位課程的認識仍然相當有限。為了方便應屆副學
士、高級文憑畢業生及他們的家長，好好計畫未來的升學、就業路
向，《JobMarket》特別推出《銜接學士課程指南》，提供一個較全面
的多元出路指引，以便把握時間，及早部署日後升學的策略。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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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事？
銜接學士 不少學生和家長都對銜接

學位（Top-up Degree）一名

似曾相識，卻又不甚了解：

「它是一個學位？」、「它

銜接甚麼學位？」、「它怎樣

銜接學位？」等等。讓我們簡

單介紹一下它的真面目吧。

學生人數減

　　人人有學位仍見困難

在歐洲，逾半大學生的比率，香港難以相比，距「全
民皆學士」仍很遠。現時本港資助學士每年學費為

42,100 元，已多於二十年沒
有調整，惟其成本早遠超此
數目。社會人士獨愛資助學
士學位，此取態無可厚非，
但學額僧多粥少，成功通過
中學文憑試（DSE）考入八
大資助學位者，最多只佔二
至三成，還未算其他試制競
爭人數。就算脫穎而出，若
非完全心儀該學科，畢業後
前路也難免倍感茫然，還時
聞學生半途棄學重來。

聯招外的　升學路徑

DSE 考生終日埋首苦讀，大多夢想經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JUPAS）晉升受政府資助（UGC-funded）的本地公
立大學學位。若志願落空，有的重讀重考，有的轉投私立
大學或其他專上院校，有的選擇副學位課程，務求透過非
聯招（non-JUPAS）躋身八大，甚至三大。不過，面臨選
校和選科限制、外在激烈競爭，以至超出負荷的升學壓力，
此等途徑未必合乎不同學生能力。想升學及畢業路途更得
心應手，報讀院校前，全面認識香港專上教育學制跟行內
概況，方為上策。

學制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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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愈來愈多DSE生即使符合修讀學士課程資格，仍忠
於興趣、個性和長處，從副學位起步，再專心銜接心儀學士學位
高年級。欲了解銜接學位如何出現，須先清楚副學位成形因由。

副學位發展多年，其市場價值始終沒有動搖。回顧上世紀
末，本港市面已有不少專上學院跟隨英國制度，舉辦三年制高
級文憑課程，以職業導向或應用技術為主，佔有一定市場。副
學士課程則始於千禧時代，由特區政府帶頭從美國引入，以通
識學術、全人發展為本，強調年輕人須進修增埴。三三四學制

下，當時轉回兩年
制高級文憑課程，
才跟副學士被劃一
統稱為副學位（sub-
degree）。基本來
說，前者有助就業，
後者望升學士，社
會上兩者各有需求。

自資銜接需求增　政府鼎力支持

基於副學位學生（尤其副學士）畢業後難升讀資助學士課
程，就業市場亦沒有足夠空缺吸納，自資銜接學士學位需求與
日俱增。為此，政府在大學聯招之外下了很多工夫，增加本地
院校自資副學位、學士學位和銜接學位課程數目。

根據資料顯示，目前本地自資院校學士及副學位課程學生
約 7.5 萬人，而政府正考慮推出超過十二億元的提升及啟動補
助金計劃，針對包括資訊科技、物流、工程建築等職專教育及
專職醫療學士課程，向自資院校提供財政支援，每課程資助上
限四千二百萬元，可於今年底前接受申請。

由於十多年前大量銜接學位推出市場，但樹大有枯枝，觀
感上確易良莠不齊。經過近年政府嚴謹監管，專上界別的透明
度已被大大提高。現時學生、家長及各團體可依據「經評審專

上課程資料網」（iPASS）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HKCAAVQ），參考各院校資歷名冊和課程
質素，保證眾多類型專上學位，包括自資銜接學士
學位均受教育局規管認可。

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資助八大院校所提供的高年級學位

特點： 傳統上乃副學位畢業生首選，主要取錄副學士或高級文
憑畢業生，直入八大全日制高年級課程（即year 2或
year 3）。課程受教資會資助，學費較低（每年42,100
港元）。

備註： UGC高年級學位只取錄5,000人（2020/21學年），
競爭持續激烈。

第一類別

由本地高等院校校外進修部及其他私立院校所開辦的
自資學位銜接學士課程

特點： 入學門檻較UGC學位稍低。學生能以全日制或兼讀制
修讀。學費較資助學士課程高。

備註：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iPASS）本地自資銜接學位課程總
數達215個（2020/21學年）。

第二類別

由海外大學聯同本地教育機構合辦的銜接學士課程

特點： 科目選擇範疇廣闊，一般以海外大學頒發畢業證書。學
生能以全日制或兼讀制修讀。學費不一。

備註：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iPASS）非本地自資銜接學位課程
數目為76個（2020/21學年）。

第三類別

在升讀銜接學士學位
三大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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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考獲學士學位的學生未能申請，部分院校將按個別課程
收生標準提高門檻，意味考獲「3322」也非保證獲這筆逾 3萬元的資
助入讀自資學士學位；轉換課程，亦只有一次機會。

該免入息審查指定資助由本地高等院校校外進修部、私立大學或
其他大專院校，所開辦的全日制自資學士學位。如透過高級文憑或副
學士升讀全日制自資銜接學士學位（本地院校及海外機構合辦課程），
同樣有經濟幫助。因此連同副學位，報讀銜接課程高年級人數或有輕
微增加趨勢。

報讀人數不升反跌
資助年年增加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畫
參與院校

明愛專上學院 （前稱「明愛徐誠斌學院」）

明德學院（已暫停收生） 

珠海學院

宏恩基督教學院 

港專學院

香港藝術學院（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恒生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包括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LiPACE）

東華學院

香港伍倫貢學院 

職業訓練局－才晉高等教育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耀中幼教學院 

自 2017/
18 學年起

，政府公
布

向考獲「
3322」D

SE 成績並
修讀自

資學士學
位學生，

提供每年
3萬元

免入息審
查資助，

當中涵蓋
本港

十五家專
上院校全

日制自資
學士學

位課程，
助「自資

」學位成
「部分

資助」。
今年，免

入息審查
資助計

畫的資助
額增至 3

2,100 元
，同時進

一步涵蓋
十六家院

校的自資
課程。

（編按：
薩凡納藝

術設計 (
香港 ) 大

學有限公
司已宣布

停辦）。

學制概覽

6



宜提升競爭力
就業市場欠佳

各行各業招聘者到底如何看待銜接學士？這是很多人所關心的問題，甚至一概而論認為銜接學位無助求職。其實一般公司根本不會把「應徵者學位是否銜接」視為重點，僱主實際上只會選賢任能，極少會因其學位為銜接模式，而有人才也不錄用。

至於入行概況，坊間或有不成文規範，指出銜接學士起薪
點較經聯招晉升的八大政府資助學士低，但這未必客觀反映所
有狀況。一個銜接學士專科畢業，無論起薪點或長遠收入，也
較大程度比一般非專科學士穩定可觀。而且跟所有認可學位一
樣，畢業者大可持續進修更高程度學位，例如碩士及博士。

面試脫穎而出

　　軟實力心態同重要

世上無招聘者不量才錄用，僱主總會在職位要求與應徵者
才能之間衡量。換言之，即使學歷背景優秀，也未等於被挑選
機率愈高，還有很多審核要素，如表達能力、人際關係和溝通
技巧等軟實力。而且，同等薪酬對經聯招直入八大或三大畢業
生，以及經副學位成功銜接學士學位者，體會亦截然不同。在

僱主心目中，前者或「騎牛搵馬」，後
者反而倍感珍惜，此印象雖主觀卻現實。

「沙紙」無疑是職場面試入場卷，
但非決定性因素。完成已在本地註冊的
學位，取得受政府認可的大學畢業證書，
見工時，所有面試者表現機會完全均等。
僱主即用家，職場上，一個有實力、踏
實自信的大學生自然有伯樂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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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模式？

如希望兼顧工作的學生，全日制或兼讀制課程是考慮的最大關
鍵。此外，請參考課程的教學方式及考核方法，是否配合個人的學
習計畫。

　2.  專業認可

請細心查詢課程能否協助畢業生取得專業的資歷，或可豁免部
分專業試之考卷。當中最熱門的專業包括工程、財務會計、幼兒教
育等，須注意國際專業認證或由不同國家頒發，因此，請事先確認
其專業性是否獲本地或鄰近地區認可，或瀏覽相關的行業公會或註
冊組織網頁核實。

　3.  國際排名及畢業生統計

了解課程的實用性，最直接的方法是翻查歷年的統計數字，了
解課程的入讀人數、成績、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以至升讀碩士的概
況等，都是質素的佐證。與海外大學合辦之課程，可先查核海外院
校在當地及國際的排名、強項、最出名的學系、海外辦學的歷史等。
現時英國、澳洲、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已有完善的排名制度，以英
國為例，學生便可參考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大學排名。

　4.  院校配套

院校配套方面，請盡量親身到合辦院校或上課的中心
參觀，體驗校方在電腦設施、圖書館、實驗室、學生事務
處、就業輔導等各方面的支援，了解最詳盡及全面的資訊，
並查詢學生組織、學會團體等活動，支持全人發展的機會。 

四大要訣
選擇銜接學位課程

學制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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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學生合乎資格獲得資助？

答：  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獲「3322」成績的學生，報讀合資格的自
資首年學士學位課程，或具有副學位資歷的的學生報讀合資
格的自資銜接學位課程，有資格申請資助。

 如何查詢報讀課程是否獲納入資助計劃？

答：  欲確定所報讀的課程在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中，可上相關網
頁查詢 2020/21 學年納入資助計劃的院校及課程；不在名單
內或 2020/21 之課程可直接向教育局查詢。

 www.cspe.edu.hk/content/nmt-annual-subsidy

 舊生可獲得資助嗎？

答：符合資格的新生和舊生均可獲得資助。

 免入息審查資助是否設年齡限制？

答：  免入息審查資助不設年齡限制，但學生仍須符合免入息審查
資助計劃的相關資格。

若學生持有往屆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成績，
是否合資格獲資助？

答：  在高級程度會考中考獲符合入讀學士學位基本入學要求的成
績的學生亦可申請本資助。

善用自資學劵

一如前述，
由 2017 / 1

8 學

年起，政府
會向修讀香

港合資格

院校開辦的
全日制經本

地自資學

士學位課程
的學生，提

供每年港

幣 32,100 元
的免入息審

查資

助，當中包
括修讀銜接

學位的合

資格學生。
以下是常

見問題：

$32,100

學制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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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助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申請資格 最高貸款額

‧   年齡為 30 歲或以下的註冊全日制學生。

‧   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資副學位（即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
憑）或學士學位程度專上課程。「經本地評審課程」是指教育
局局長認可的經本地評審課程登記冊所列的課程。

‧   在同一學年，沒有就申請書所填報的課程接受其他由公帑資助
的學生資助計劃 (如持續進修基金 )所提供的資助；以及擁有香
港特別行政區（簡稱「香港」）居留權，或在開始修讀有關課
程前，申請者或申請者的家庭已連續在香港居住滿三年。這不
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   申請者只可在同一學年內，就一個合資格的全日制課程申請資助

在本計劃下，最高資助的資助額包括學費助學金、學習
開支助學金及生活費貸款：

‧ 學費助學金：
  應繳學費助學金設有上限，2020/21 學年的上限為港
幣 87,010 元。

‧ 學習開支助學金：
  在 2020/21學年，學習開支助學金的最高金額為港幣
6,000元。

‧生活費貸款：
  在 2020/21 學年，生活費貸款的最高金額為港幣
53,070 元。

網址：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fasp/overview.htm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申請資格 最高貸款額

‧  申請人是認可院校的註冊全日制
學生，並修讀在「資助專上課程
學生資助計劃」內列載的課程，
而申請者的學額是全數由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所資助的。

‧  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
「香港」）居留權，或在課程開始
前，申請者或申請者的家庭已連
續在香港居住滿 3年。這並不包
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合資格的學生如只申請「貸款計劃」，即沒有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
在該計劃下並無獲得資助（即助學金及 / 或貸款），最高貸款額將為申請人該學年應
繳學費的總額。在「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資助的學生亦可按「貸款計
劃」獲得提供款，最高貸款額為申請者按「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獲得的最高
資助額 ( 即應繳學費加上學習開支和生活開支資助上限金額 ) 與申請者在該計劃下所
得的資助額兩者之間的差額，但不得超逾「貸款計劃」的貸款上限（即應繳學費的
總額）。

自 2012/13 學年開始，合資格學生於「貸款計劃」及「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下會設有一個合併計算的個人終身貸款限額，該限額每年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作出調整。有關限額於 2019/20 學年為港幣 372,700 元。

網址：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nlsft/overview.htm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申請資格 最高貸款額

‧  修讀經本地評審全日制自
資副學位（即副學士學位
或高級文憑）或學士學位
程度的專上課程的註冊學
生。

‧  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以
下簡稱「香港」）居留權，
或在開始修讀有關課程
前，申請者或申請者的家
庭已連續在香港居住滿 3 
年。這並不包括持有香港
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合資格的學生如只在「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作申請，即沒有申請「專上學生資
助計劃」或在該計劃下並無獲得資助，最高貸款額將為申請人該學年應繳學費的總額。假如
申請者同時在「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作申請，申請者
在兩個計劃合共可獲得的最高總資助額，為申請者申請所涵蓋課程的全年應繳學費，加上「專
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學習開支助學金上限及生活費貸款上限。如申請者在「專上學生資助計
劃」中獲得資助，則申請者在「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獲得的最高貸款額將為「專
上學生資助計劃」所得的助學金及 / 或貸款與實際應繳學費加上學習開支及生活費資助上限
之間的差額，但不得超逾實際應繳學費上限。

自 2012/13 學年開始，合資格學生於「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及「全日制大專學生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會設有一個合併計算的個人終身貸款限額。有關限額於 2019/20 學
年為港幣 372,700 元。

網址：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nlsps/over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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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申請資格 最高貸款額

‧   課程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或由具自行評審或學科範
圍評審資格的院校（包括其轄下持續及專業進修學院）提供；毅進文
憑課程；「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所涵蓋的課程；由本地
法定組織提供或資助的培訓及發展課程；及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
教育 ( 規管 ) 條例》（第 493 章）註冊和獲豁免註冊的課程；

‧  申請者必須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居留權閱讀更
多 或在課程開始前，申請人或其家庭已連續在香港居住滿三年。這並
不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申請者從「貸款計劃」取得的最高貸款額相等於
申請者在該學年應繳學費的總數，並在任何情況
下，不得多於 12 個月的應繳學費，以及下文列
明的個人終身貸款限額或其所剩餘額。自
2012/13 學年開始，合資格學生於「貸款計劃」
下設有個人 終身貸款限額 有關限額於 2019/20
學年為港幣 372,700 元。

網址：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enls/overview.htm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申請資格 最高貸款額

‧   註冊全日制學生：在其中一所認可院校就讀學額全數
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所資助的認可課程。

‧    須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居留權，
或在課程開始前，申請者或申請者的家庭已連續在香港
居住滿三年。這並不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    申請者只可於同一學年內，就一個合資格的全日制課
程申請資助。

學資處大約會在每年 7月，把學年最高助學金額及最高貸款額的
數字通知各間院校。屆時申請者可向所屬院校的學生事務處查詢
有關申請者就讀課程可獲得的最高資助金額。

在本計劃下，最高的助學金額相等於應繳給有關的本地院校的學
費 ( 不包括研究生的延讀費 ) 和所屬學系的學習支出以及必須繳
付的學生會會費。最高的貸款額用以支付生活支出。所有學生均
有相同的最高貸款額。於 2020/21 學年的最高貸款額為
$53,070。

網址：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tsfs/overview.htm

資助專上課程及專上學生車船津貼
申請資格 最高貸款額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成功申請人；
修讀全日制至學士學位課程；及居住地點與日常上課地點距離超
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並不適用於以下課程及學習安排：遙距課程，
網上課程及在香港以外修讀的課程；在學期間內有任何形式補貼
的實習日子；或

進行境外交換生 / 實習計劃的期間。

學生車船津貼是根據學生在學期間往返居住地區及日常
上課地區的平均車船費計算。

資助幅度分為全額及半額資助。假如申請者在資助專上
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下獲得最高助學
金，申請者可獲全額車船津貼。如未能獲得最高助學金，
申請者則可獲半額車船津貼。

網址：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sts/overview.htm

持續進修基金
申請資格 最高貸款額

‧   屬香港居民並擁有香港居留權、或香港入境權、或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
任何逗留條件限制，即在香港智能身份證出生日期下印有“A”（香港居留
權）、“R”（香港入境權）或“U”（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何逗留條
件限制）。

‧   已獲錄取修讀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並在開課前以按月等額形式支付學費；
以及在遞交申請和申領發還費用時，年齡介乎 18至 70歲。

 可獲發還款項課程

‧   報讀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認可並已登記成為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
課程」的持續教育和培訓課程。

合資格的申請人可就多於一個可獲發還款項
課程申領發還款項。申請人完成可獲發還款
項課程後，可獲發還有關課程費用的 80% 
或上限10,000港元（以數額較小者為準）。

網址：www.wfsfaa.gov.hk/cef/tc/index.htm  

學制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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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顧問的工作，主要是撰寫環評報
告，並就工程有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作
出改善建議。2017年THEi環境工程及管
理學士課程的畢業生許尹禎（Fanucci）表
示，由於修讀課程時已學習並掌握撰寫有
關報告的技巧，求職時可藉此突出自己，
因而獲僱主垂青。「我的畢業習作是針對
香港的污水處理撰寫環評報告，為此我特
別研讀過不少其他國家關於污水處理及食
水重用的報告，歸納當中的利弊；同時又
參考過外國如新加坡的污水處理經驗，總
結出各項改善建議。求職時，我分享了撰
寫環評報告的經驗，令面試官留下深刻印
象，最後成功獲聘，加入跨國建築顧問公
司AECOM。」

Fanucci 認為環境工程管理工作極具
挑戰性，加上工作涉獵不同範疇，畢業
後短短數年，便有機會處理隔音防噪、

轉廢為能以至海洋保育等多個項目。當
中以隔音防噪為他最擅長的工作。「香
港地小人多，噪音可以說是香港人生活
的一大難題。我希望由工程中的設計入
手，減低噪音，以提升香港人的生活質
素。」以近期Fanucci 有份參與的新居
屋設計為例，他透過改善窗戶物料及設
計改變氣流，成功降低進入屋內的雜
音。

除專業知識外，擁有出色的溝通能
力對環境顧問也很重要。Fanucci擁有環

環保一向是全球關注的重要議題，隨着愈來愈多人渴望在經濟發展與環保之間取得平衡，社會對「環境
工程師」的需求亦愈趨殷切，環境工程及管理專業更成為近年炙手可熱的專業領域。兩位來自香港高等教
育科技學院（THEi）環境工程及管理課程的畢業生，在THEi 累積了豐富知識和實戰經驗，畢業後獲一家跨
國建築顧問公司聘為「助理環境顧問」，為個人事業奠下基礎。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THEi 的課程範疇廣
泛實用，涵蓋學習撰寫環境影響評估（環評報告）、研發可持續能源發展等，更提供實習機會，讓學生裝備
自己，成為獨當一面的專業人才。

保署的「註冊石棉顧問」專業資格，曾多
次獲派參與清拆石棉瓦的工程項目。由於
吸入石棉可引致癌症，因此社區居民對工
程如何保障社區環境方面都有不少疑問。
有見及此，每次工程前Fanucci 便會花不
少時間與當地居民「打交道」。「有時我
們更會直接回應區議員的問題，以釋除居
民對工程的疑慮，以爭取他們的理解和協
助，令工程方案可切實執行。」

  在學期間鑽研環評
 面試脫穎而出

環境工程及
 管理學士課程
   獲工程師學會認可 （左）許尹禎（Fanucci）

（右）李嘉豪（Jonathan）

許尹禎指在學期間已掌握撰寫環評報告的技巧，
對求職很有幫助。

培育環保工程專才 平衡發展與保育

院校巡禮

14



（以上資料由客戶提供）

另一位THEi環境工程及管理課程畢業生李嘉豪
（Jonathan），本身喜愛環保能源議題，畢業後曾任職於
一家環保能源公司，負責香港首個以廚餘轉化為生物氣
發電的環保項目─O-Park的廚餘回收發電項目。一向
能言善道的Jonathan坦言，學院的實習經驗對畢業後找
工作有極大幫助。

在修讀課程期間，Jonathan曾於「零碳天地」實
習，負責向公眾講解低碳設計和環保技術，並籌組關於
可持續建築環境的導賞團。這些實戰經驗，大大提升了
他的演說技巧；當他開始O-Park的項目時，便顯得駕輕
就熟。「當時我需要聯絡及鼓勵食肆參與廚餘計劃。我
嘗試以食肆的角度，向食肆管理層介紹有關計劃，並以
環保、節省垃圾徵費等誘因吸引他們加入。」

除了口才了得，Jonathan在研究方面亦展現出過人
之處。他一直相信環保能源將會是大趨勢，所以當年畢
業論文都選擇與環保能源相關的議題。「當年我選擇以
環保電池為題，希望可以研發長壽耐用的環保電池。」
正當他埋首於研究中感到蒙頭轉向時，幸得導師指點迷
津。「當時THEi 導師為我找到一份關於電能測試的實
習工作，讓我可以實踐書本上的理論，融會貫通。」最
後Jonathan不負眾望，研究成果獲刊載於相關科學文獻
中；同時他又代表學院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向各地參加
者演說研究成果。

今年初，他跟Fanucci成了同事，擔任「助理環境
顧問」一職，開始涉獵不同的環保工程工作，對環境工
程管理有更深體會。「回想起來，我慶幸選擇了這個課
程，今日，我希望為環保出力的初衷始終不變。」

  實習助提升演說能力 
         投身環保建築工作

院校：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 

課程：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電話：3890 8000 

網址：www.thei.edu.hk 

電郵：thei@vtc.edu.hk 

1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NMTSS)計劃
之詳情，請瀏覽網頁www.cspe.edu.hk/nmtss

考取工程師資格

  成就個人事業

從昔日的同班同學到今日的
同事，Jonathan與Fanucci一直都
相信，「隨着社會對環保建築的
意識日益提高，未來對環境工程
及管理專才的需求只會有增無
減。」因此，他們計劃在累積工
作經驗後，將考取專業工程師
資格，讓事業更上一層樓。

THEi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課程現正招

生，歡迎副學位畢業生及中六同學報讀。修讀自資學士課

程的同學每年更可獲最高港幣$32,100的政府學費資助1。

本身喜愛環保能源議題的 Jonathan 專注
於研究長壽耐用的環保電池。

Jonathan 與 Fanucci 計劃考
取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工程師
（環境）資格。

更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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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項目管理協會 (PMI) 的《2017-

2027 年項目管理工作增長與人才缺口》

報告顯示，未來十年全球的項目管理職

位空缺高達二千二百萬名。在香港以至

大灣區，工程建築、維修物管等百業興

旺，同樣極渴求項目經理的人才，資深

業界人士指出，擁有五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者，配合專業資歷，即可躋身項目

經理之列，月薪可達港幣五萬至六萬元；

現職從業員欲更上一層樓，應該向更高

學歷進發，通過進修項目管理碩士課程，

為事業鋪路，踏上光明前途。

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港專）
國際教育總監

謝鋮浚博士

摘英國碩士學歷
躋身項目經理 註冊工程師

  香港至大灣區 項目管理人才需求大

近年香港大興土木，樓宇、商場、公共設施以至大型基

建不斷落成，由投標、報價、勘探、地基、建造、檢測、使

用後的維修管理等，整個產業鏈均需求各類與工程相關的專

業人才。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國際教育總監謝鋮浚博士

(Gary)，從事工程業逾三十年，同時為英國皇家特許計量及控

制學會（香港分會）主席，了解市場狀況，他認為目前至可見的

未來，香港以及大灣區是現職工程建築造界從業員最佳的發展

平台。

「由於大小工程不斷，不少公司都樂意吸納新血入行，而

一項工程一般為期一至兩年，當新人累積了約五年經驗後，相

當於參與過兩至五個項目，經歷建造過程的每一個步驟，方能

承擔大任，晉身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一職。香港在興建

及維護住宅、商場的經驗固然豐富，至於機場、大橋、隧道等

大型基建亦比比皆是，本地工程界的技術傳承，大可應用到整

個大灣區的發展，因大灣區幅員廣大，交通網絡配套將造就大

量職位，吸納大批工程測量人才；加上區內人口眾多，屋苑商

場、公共設施相繼落成，往後的維護保養、會所管理等服務，

更需求專業的人手長期支援；預計未來十至二十年，大灣區的

人力需求將持續不斷，人才發揮機會眾多，兼備實務、管理、

安全施工等監管經驗的項目經理級人才，就更炙手可熱，目前

月薪普遍達港幣五萬至六萬元。」

院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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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區內人口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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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項目經理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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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管理碩士 踏上註冊工程師之路
工程碩士學歷是行業大勢之所趨，英國大學工程碩士課程更

是不二之選。由港專夥拍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合辦的MSc Advance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Reg. no.: 252929)，可讓香港學員兼顧日常工作，在港摘下英國

碩士學歷。課程內容包括建築模擬系統之應用、工程系統控制、生

態工程、智能及機械人系統、工程軟件、網絡融合等多元化的知

識；課程教材由利茲貝克特大學提供，每個單元包括與當地講師進

行三十六小時面對面授課時間，確保本地學員所學與英國無異，配

合在職學員需要。

此課程合乎英國認可工程師的學術要求，學員只要通過專業學

會的審核，可摘取英國Chartered Engineer (CEng)資格，透過學

會互認協議，Chartered Engineer亦可申請成為香港工程師學會會

員，讓有志者深造研究後即躋身專業人才之列。

為加強課程的實用性，Gary強調除了英國提供的教材，所有課

程都加入了本地個案講解。他說：「港專辦學多年，專上課程中，

工程系算是歷史最悠久之一，程度亦由早期的文憑一直延伸至近年

的碩士，因此，有些導師從2001年起開始執教至今，具備豐富的教

學經驗；他們均為資深從業員，擁有實務經驗，當中不少都已躋身

企業的高層管理位置，也是專業團體的組織成員；導師教學時會加

入本地的個案及議題講解，傳授專業的技術知識，不但令學員易於

理解，更重要的是加快學員適應崗位的要求。」

  修讀項目管理碩士 增溝通管理技能

然而，單靠工作經驗，未必足夠成就一位百般武藝、樣樣精

通的項目經理，Gary解釋道：「以建築項目為例，項目經理由提

供設計建議、入則、監督地盤安全施工、驗收等服務，包括面見

客戶、報價、管理、聯絡各相關部門，還要撰寫文件，作口頭報

告等，範疇不再局限於繪圖等實務工作，繁重的溝通及報告正

是工程人才最難以掌握之處。」有見及此，港專聯同英國百年學

府中央蘭開夏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開辦MSc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Reg. no.: 252849)，旨在開

發工程學科畢業生的項目管理技能。

課程為兩年兼讀制，方便現職工程人才兼顧工作與進修。

Gary說：「課程指導學員規劃及控制建設項目的方法，當中包括解

決複雜問題的創新工具、培養人際關係溝通的方法、豐富團隊領

導力等，全是針對工程人員管理的部分而設。此外，專業知識如

安全管理、成本控制和分析、風險管理，掌握先進施工技術等範

疇亦涵蓋其中；學員亦有機會參與一系列模擬的國際項目個案，

親身體會並應用所學，增強實戰能力。」課程適合擁有建造工程相

關學士學歷，及具備數年工作經驗的人士報讀，並已得到英國特

許建造學會(CIOB, UK)的認受，畢業生只要符合工作經驗要求，

即可申請成為合資格會員。

  國際認可資歷 獲跨國企業垂青

面對大灣區的發展機遇，香港人才除了增進管理知識外，還

有何特別優勢？Gary解釋道：「承襲了殖民地時代的英式標準，香

港的工程、測量及建築的專業認證源自英國，得到全球的認可，

而業內亦執行嚴格的規管，水準之高令人才不但為本地企業招

攬，更獲得跨國企業的垂青，例如在過去十多年，澳門大型娛樂

度假村的工程項目，正正吸納了不少香港的人才參與，而大灣區

的項目，同樣吸引國際機構前來投資，自然需求國際認可的專業

人才；有志者應該爭取一個由英國大學頒發的工程師專業資歷，

配合實務經驗，定必機遇處處，不愁出路。」

Gary補充道：「英國大學歷來以高質素見稱，絕大部分大

學由英國政府投資興建，並由獨立機構 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 監督及評估，確保其優質教

學水平，所有與港專合辦的課程，包括教材、師資、考試、評核

等均由英國大學嚴格監察，確保水平跟當地畢業生看齊，給招聘

者充足的信心。」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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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柏堅是港專與英國新特蘭大學合辦BEng (Hons)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Reg. no.: 251350)

的畢業生，亦是2018年度傑出學員的得獎者。他本科主修

電腦，從事資訊科技多年，因被上司委派協助籌劃新數據

中心，內容涉及電力供應、空氣調節、抽風設計等，遂決

心報讀港專開辦的電機電子工程高級文憑課程，再銜接至

學士學位課程，合共五年時間兼讀，成功摘下優異成績。

他更代表港專參加香港工程師學會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

表分部論文比賽，擊敗來自本地高等學府的對手，勇奪冠

軍殊榮，肯定了個人及港專的實力。

傑出學員奪論文大獎

為
加
強
課
程
的
實
用
性
，
除
了
英
國
提
供
的

教
材
，
課
程
加
入
了
本
地
個
案
講
解
。

課程查詢
院校：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

電話：2276 8514 / 2926 1222

電郵：cie@hkct.edu.hk

網址：https://www.hkct.edu.hk/cie

*課程由香港專業進修高等學院有限公司營運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專業進修課程

  資深導師授課 擴闊學員人脈網絡
課程導師們都是服務業界多年的精英，他們善於從僱主的角

度給予學員建議，分析人力市場的趨勢。每當學生申請專業資

歷、求職擇業，導師都能以行內經驗提供指導，分析關鍵的細

節，給學員最實用的建議，更樂於擔任學員的推薦人；由此可

見，課程結合了英國大學與本地導師的雙重優勢。

普遍而言，海外大學碩士學位的課程學費一般逾十萬港元，

但本着普及教育的精神，以上兩個碩士課程的學費均為港幣九萬

二千四百元，分期繳付，配合年輕上班族的負擔能力。Gary表

示，港專一直秉持非牟利自資院校的傳統，致力將國際高等學府

的認可學歷帶到香港，提供合理學費又具備認受性的課程，讓上

進的年輕人及在職人士拾級而上。

對於有志投身工程建築業，但仍未有相關學歷的人

士，Ga r y建議他們選擇港專與不同英國學府共同合辦的

學士學位課程，包括BSc (Hons )  Cons t ruc t i on  P ro jec t 

Management*(Reg. no.: 251152)、BEng (Hons)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Reg. no.: 251350)及BSc (Hons) Civil 

Engineering*(Reg. no.: 252012)等課程，以及跟工程息息相關的

BSc (Hons) Facilities Manag ement*(Reg. no.: 250793)課程等。

課程得到國際專業學會認可，例如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 

UK)、英國特許建造學會(CIOB, UK)、Chartered Association of 

Building Engineers (CABE, UK)、香港工程監督學會 (HKICW)、

香港營造師學會(HKICM)及香港實務工程師學會(HKIIE)等，多重

專業認證，肯定學員能立足香港，與世界接軌。

港專與英國院校合辦由學士至碩士學位的課程，並涵蓋多個

熱門專業，除了工程相關的屋宇建造及測量、土本工程、機電工

程、物業及設施管理等範疇外，還有工商管理及會計金融、平

面設計、資訊科技、美容服務及心理學等範疇課程，供不同志

向的人士選擇。

(以上資料由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港專） 提供)

NEW

NEW

BA (Hons) Business Studies* (Reg. no.: 252327)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g. no.: 252326)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Business Studies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MSc Psychology* (Reg. no.: 252950)

Master of Arts in Design* (Reg. no.: 253010) 

BA (Hons) Graphic Design* (Reg. no.: 251629)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BSc (Hons) Computing* (Reg. no.: 252333)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Computing

MSc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Reg. no.: 252849)

BSc (Hons)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Reg. no.: 251152)

Higher Diploma in Building Technology

Diploma in Professional Studies (Building Technology)

Pearson BTEC Level 5 Higher National Diploma in 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 Management)* (Reg. no.: 252968)

MSc Civil Engineering* (Reg. no.: 252609)

BSc (Hons) Civil Engineering* (Reg. no.: 252012)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Civil Engineering

Pearson BTEC Level 5 Higher - National Diploma in 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Civil Engineering)* (Reg. no.: 252969) 

MSc Advance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Reg. no.: 252929)

BEng (Hons)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Reg. no.: 251350)

BEng (Hon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Reg. no.: 252537)

Higher Diploma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Diploma in Professional Studies (Electrical)

BSc (Hons) Facilities Management* (Reg. no.: 250793)

NEW

NEW

院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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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 課程由香港專業進修高等學院有限公司營運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2276 8514 / 2926 1222          
cie@hkct.edu.hk           
www.hkct.edu.hk/cie

 

建造工程項目管理碩士*

(註冊編號 Registration no.: 252849)

MSc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高等工程管理理學碩士*

(註冊編號 Registration no.: 252929)

MSc Advance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
設計碩士課程*
Master of Arts in Design*

(註冊編號 Registration no.: 253010)

心理學理學碩士*
MSc Psychology*

(註冊編號 Registration no.: 252950)

英國專業
碩士課程
全新學科選擇

土木工程碩士*

(註冊編號 Registration no.: 252609)

MSc Civil Engineering*

NEW

NEW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工商管理 /金融會計 /旅遊酒店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USCS) 及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Bachelor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資歷級別 :5
登記號碼 : 16/000510/L5   
有效期 :1/9/2016 - 31/8/2020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准成為「已經評審之
專上學院課程」。

Griffith University全球排名Top 2%，款待
及休閒管理學科全球排名第十一、澳洲第
一。旅遊及酒店學系獲評最佳培訓機構之
一。澳洲教學團隊來港任教，設雙向交換
生計劃。學歷與澳洲本校畢業生相同。

12個月全日制
每科HK$10,650
( 共 12 科，最多可獲豁免 4科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111 7219
網址：www.cuscs.hk/topup
電郵：scs-topup@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USCS) 及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Bachelor of Business - major in Marketing

資歷級別 :5
登記號碼 : 16/000512/L5   
有效期 :1/9/2016 - 31/8/2020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淮成為「已經評審之
專上學院課程」。

Griffith University 全球排名 Top 3%，商
學院獲 AACSB 國際認證。澳洲教學團
隊來港任教，設雙向交換生計劃及師友
計劃，學生可選雙主修 (Management + 
Marketing 或 Event Management + 
Marketing)。學歷與澳洲本校畢業生相
同。

12個月全日制
每科HK$10,650 
( 共 12 科，最多可獲豁免 4科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USCS) 及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Bachelor of Business - major in Event 

Management

資歷級別 :5
登記號碼 : 16/000513/L5   
有效期 :1/9/2016 - 31/8/2020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准成為「已經評審之
專上學院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USCS) 及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Bachelor of Business - major in 

Management

資歷級別 :5
登記號碼 : 16/000511/L5   
有效期 :1/9/2016 - 31/8/2020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准成為「已經評審之
專上學院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及澳洲南澳大學

Bachelor of Aviation (Management)

南澳大學是澳洲第一所提供航空業專上
程度資格課程的大學。課程涵蓋機場管
理、航空經濟、航空法、航空市場學、
風險及安全管理系統等。學分豁免可達
12科。

全期學費 $109,440
1 年全日制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電話：3411 1914
電郵：usaugf@hkbu.edu.hk
網址：hkbusce.hk/ipugf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及澳洲南澳大學

Bachelor of Business(Management)

課程涵蓋企業概念及人力資源管理、組
織行為學、環球商業、策略和項目管理
等範疇。學分豁免可達 12科。

全期學費 $111,420
1 年全日制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及澳洲南澳大學

Bachelor of Business

(Tourism and Event Management)

課程涵蓋大型會議、展覽和商業會議的
籌劃、亞太區旅遊業的重要議題探討、
食品與節慶旅遊的影響和發展，以及旅
遊業的政策、計劃和發展等。學分豁免
可達 12科。

全期學費 $111,420
1 年全日制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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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工商管理 /金融會計 /旅遊酒店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Hull

英國赫爾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s) Marketing

市場學 ( 榮譽 ) 文學士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5/002103/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24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
專上學院課程」"

學位由英國赫爾大學頒授。赫爾大學商
學院享負盛名，同時獲得兩項國際權威
認證 (AACSB及 AMBA) 。
為期一年的課程結合了多元化的學術知
識及實用技巧，學生日後可學以致用，
從事不同界別的工作，包括：品牌管理、
市場研究、客戶管理、顧客服務、公關、
人力資源管理、零售管理，以及一概有
關消費者或公司與公司之間、甚至非牟
利機構或政府部門的市場推廣或管理。
畢業生符合指定工作經驗要求，可申請
成為香港市務學會 (HKIM) 會員。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年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112,500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P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10 7619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Kaplan Business and Accountancy 

School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Business

在港修讀，1年完成。適合完成舊制會考或
新制DSE學歷人士報讀，設有兼讀制及日
間制，靈活方便。

12個月兼讀 / 日間制
$37,500 ( 共 8 科）

楷博商業及會計學校
電話：2836 0332
網址：www.kaplan.com.hk/kbas
電郵：info@kaplan.edu.hk
WhatsApp：9439 7682

Kaplan Higher Education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A (Hon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op-up)

(Reg. No.: 252291)

在港修讀，1年完成。適合持有商科高級
文憑或副學士學歷人士報讀。學生只需
修讀 7科即可完成學士學位。

12個月兼讀制
$73,500 ( 共 7 科）

Kaplan Higher Education 及

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 

BA (Hons) Accounting

(Reg. No.: 251830 (3))

在港修讀．最快 1年完成及可豁免最多 9
張 ACCA 考卷。 畢業後亦可修讀 Kaplan 
Financial 的 Conversion Programme 
(CP) 考取 HKICPA 或報讀其他會計師資
格備試課程，配合工作及考牌需要。適
合持有會計相關文憑、高級文憑或副學
士人士報讀。

12/ 18 個月兼讀制
$67,400/ $99,600 ( 共 4/6 科）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廚藝及管理 (榮譽 )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ulinary Arts and Management

本課程除了為學生提供專業廚藝和餐飲
管理技巧培訓外，亦鼓勵學生發揮創意，
將食品科學及設計元素應用於廚藝及餐
飲管理當中。學生可依其興趣選修三個
相關範疇︰廚藝管理、中華廚藝美藝及
西式廚藝美藝。
畢業生可就業於不同的餐飲企業集團、
酒店、會所、主題公園、會展場館及公
營機構，運用及發揮其廚藝、管理技能、
食品科學和相關設計知識。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學費為每個學分港幣
3,035 元。學費水平每年均會予以
檢討。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
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
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電話：3890 8000
電郵：thei@vtc.edu.hk
網址：www.thei.edu.hk
網上報名方法：www.vtc.edu. 
hk/admission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酒店營運管理 (榮譽 )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Hotel Operations Management

本課程旨在培育新一代酒店專業人才，
以配合本港及鄰近地區酒店行業的迅速
發展。本課程函蓋一系列相關的科目，
如餐飲管理、 前堂及房務管理、酒店營
利管理、員工發展及培訓等，並透過實
習機會讓學生將課堂理論應用到實際的
酒店工作環境上，從而發掘及加強他們
對投身酒店行業的志向與興趣。
於累積相當的工作經驗後，本課程的畢
業生可在本地、鄰近地區或國際性的酒
店與及款待業機構 ( 如酒店及渡假村、會
議及展覽中心、私人會所、鄉村俱樂部，
及主題樂園等 ) 擔任不同部門的管理職
級，包括餐廳、餐飲部、前堂部、房務
部及酒店營利管理等。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3,035 元。學費水平每年均會
予以檢討。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
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
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一年級：4 年
入讀三年級：2 年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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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專業會計 ( 榮譽 )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課程以培訓學生掌握會計學的專業知識
和技能為目標，讓他們畢業後能夠迅速
在會計及相關行業擔任會計主管級工
作，為日後晉升至管理階層奠下穩固的
基礎。課程將會裝備學生立足本地，放
眼環球，提高他們在會計、金融及企業
管治方面的知識，以及企業財務方面的
創意和商業觸覺，讓他們在持續發展的
香港和中國大陸商業環境中，得到一展
所長的機會。
畢業生可從事各種專業會計公司、商業
組織或政府機構的基層核數、稅務和會
計工作。當擁有足夠經驗後，他們便可
晉升管理層如會計主任或部門經理。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2,530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
年最高可獲港幣$32,100學費資助*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電話：3890 8000
電郵：thei@vtc.edu.hk
網址：www.thei.edu.hk
網上報名方法：www.vtc.edu.
hk/admission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公共關係及國際項目管理（榮譽）文學士 *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vent 

Management

*  由 2020/21 學年起採用新課程名稱。在 2020/21 學年之
前，課程名稱為「公共關係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本課程設計獨特，糅合公共關係、企業
形象、管理、市場營銷、通訊和應用科
技等專業範疇，旨在培訓專業公共關係
人員。畢業生可於公共關係、廣告、大
眾媒體和市場營銷行業獲得就業機會。
本課程結合企校合作實習、專題研習及
國際海外交流學習以增強畢業生競爭優
勢。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2,530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
年最高可獲港幣$32,100學費資助*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VTC SHAPE 及 Coventry University

BA (Hon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eg. No.: 251732)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
課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包括 7 個必修科，
並由英國及本地講師任教。

14 個月兼讀制
$67,400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CEF)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VTC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 
(SHAPE)
電話：2595 2771
電郵：shape@vtc.edu.hk
網址：www.shape.edu.hk

VTC SHAPE 及 Coventry University

BA (Hon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g. No.: 252719)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
課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包括 7 個必修科，
並由英國及本地講師任教。

1 年全日制
$69,000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VTC SHAPE 及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BA (Hons) Business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g. No.: 252133)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
課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包括6個必修科，
並由英國及本地講師任教。

1 年全日制
$72,100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CEF)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VTC SHAPE 及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Reg. No.: 252135)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
課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包括6個必修科，
並由英國及本地講師任教。

1 年全日制
$72,100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CEF)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VTC SHAPE 及 Univertis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BA (Hons) Business (with Law)

(Reg. No.: 252462)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
課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包括 5個必修科
及 1個 Project，並由英國及本地講師任
教。

1 年全日制
$74,700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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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及

英國Glyndwr University

BA (Hons) Business

(Reg. No. 252974)

課程旨在培養學生有更廣泛的個人和專
業技能，幫助他們面對現今商業市場的
挑戰。

8-16 個月全日制 / 兼讀制
$48,000
*  持有相關副學士或高級文憑學位的申
請者，可申請一年 $32,100 港元免入
息審查資助計劃的資助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辦事處
電話：2782 2433
網址：www.hkit.edu.hk
電郵：enquiry@hkit.edu.hk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及

英國Glyndwr University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g. No. 253020)

課程旨在加強學生對會計及財務原則的
理解，使他們掌握在相關行業取得成功
所需要的知識及技能。

8-16 個月全日制 / 兼讀制
$52,000
*  評審結果將影響能否申請為修讀香港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
審查資助計劃，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及

英國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BA (Hons) Business Studies

(Reg. No. 252931)

課程提供全面而深入的知識、理解和技
能培訓，讓學生明白在瞬息萬變的全球
商業世界中，如何有效經營牟利及非牟
利組織。

1-2 年全日制 / 兼讀制
$74,000
可申請一年 $32,100 港元免入息審查資
助計劃的資助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UK

BA (Hons) Business Studies

(Reg no.: 252327)*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畢業
證書。

12-16 個月 全日制 / 兼讀制
$57,750( 全日制分 2期繳交 / 兼讀
制分 3期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HKMA 及 Glyndwr University (GU) ,

UK BA (Hons) Business

(Reg. No.: 252613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g. No.: 252612)

課程大部份科目均採用作業評核，一方
面具大學嚴格規管、標準化的優質教學
內容，另一方面配合本地的環境、香港
人學習的模式。學員可選擇以中文或英
文進行考核，亦可按個別條件及學歷申
請入讀第一年或第二年，或獲豁免部份
科目。

24-36 個月兼讀制
$90,000 ( 直入第 2 年 ) 至
$135,000 ( 修畢全程 3 年 )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電話：2774 8550
網址：www.hkma.org.hk/gu

HKMA 及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UK BA (Hons) Business Studies -

Business Studies/ Finance/ Human

Resource/ Events Management/

Logistics/ Marketing/Public

Relations/Tourism

(Reg. No.: 252020)

文學士課程分商業學、財務學、人力資
源學、物流學、會展與項目管理學、市
場學、公共關係學及旅遊學八個範疇，
學員最快可於 8 個月內取得學士學位。

8-12 個月兼讀制
$60,800 - $73,400
( 不包括 $250 報名費 )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電話：2774 8550
網址：www.hkma.org.hk/
greenwich/bgbs

HKMA 及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UK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Reg. No.: 252204)

課程共設五個單元，以實際的管理技巧
為網領，透過個案分析與學術研討，使
學員對人事管理、商業策略、創意、決
策技巧等有更確切的掌握，協助學生建
立靈活和獨立思考及批判性思考。

8 個月兼讀制
$60,800
( 不包括 $250 報名費 )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電話：2774 8550
網址：www.hkma.org.hk/
greenwich/bgbu

HKMA 及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UK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g. No.: 251227)

課程共設五個單元，包括管理會計學、
財務會計學、財務管理學、審計學及金
融策略管理。為了令學員得到全面的講
解，此課程將由大學許可的本地資深會
計師及大專講師授課，糅合學術理論與
實踐，有所裨益。每個科目為 60 小時，
有助學生充分了解課程內容及練習。

12 個月兼讀制
$59,700
( 不包括 $250 報名費 )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電話：2774 8550
網址：www.hkma.org.hk/
greenwich/bgaf

HKMA 及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UK

BA (Hon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g. 251921/

Global Business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Reg. 25192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g. 251922

課程包括人力資源管理、環球商業及物
流管理和國際商業，均由英國教學團隊
親身來港以英語授課。學員可按個別條
件及學歷獲豁免第一年及第二年的學
分，並於 1 年內取得學士學位。

12 個月兼讀制
$73,500
( 直入第 3 年，$12,250 x 6 期 )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電話：2774 8550
網址：www.hkma.org.hk/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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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金融會計 /旅遊酒店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會計 (榮譽 ) 工商管理學士

課程已經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批核，並獲六大會計專業公會認可，
包 括 HK I C P A、HK I C S、CP A 
Australia、CIMA、ACCA及 AIA。 畢業
生獲豁免多張專業考試考卷的資格，考
取專業資格後能成為專業會計師。

四年日間 / 晚間制 ( 亦設兩年制銜
接學位 (Top-up) 課程，適合副學士 
/ 高級文憑的畢業生報讀）2020/21 
學年學費 $69,000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電話：3996 1000
網址：www.ny.edu.hk ( 設網上
報名 )
電郵：registry@ny.edu.hk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工商管理學士 (榮譽 )

( 主修 : 銀行及財經事務或人力資源管理 )

課程已經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批核，並獲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認可。課程培育學員擁有
經濟學、管理學、市場營銷等的商業基本
知識，繼而在三及四年級時選擇主修「人
力資源管理」或「銀行及財經事務」，讓
同學進一步掌握財務或人力資源的管理理
念，畢業後可從事相關工作。

四年日間 / 晚間制 ( 亦設兩年制銜
接學位 (Top-up) 課程，適合副學士 
/ 高級文憑的畢業生報讀）2020/21 
學年學費 $69,000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電話：3996 1000
網址：www.ny.edu.hk ( 設網上
報名 )
電郵：registry@ny.edu.hk

CityU SCOPE 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BA / BA (Hons) Marketing Management

課程涵蓋理論與實務， 緊貼市場發展。
 Live Project 單元，讓學員體驗真實商
業運作及市場營銷策略的應用。另設有
獎學金及交流計劃，學員有機會到英國
當地修讀一個學期。

全日制BA (Hons) : 持副學士學位 /
高級文憑需修讀 12 個月 +3 個月論
文，學費 $125,400
BA: 持副學士學位 / 高級文憑需修
讀 9個月，學費 $68,400
兼讀制 BA (Hons) ：持副學士學位
/ 高級文憑需修讀約 20個月，學費
$125,400
BA：需修讀 12 個月，學費
$68,400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只適用
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2369 ( 全日制 )/
3442 5294（兼讀制）
網 址：www.cityu.edu.hk/ce/
bamm

CityU SCOPE 及 De Montfort University

BA (Hon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課程教授廣泛的行政及商業管理專業知
識，鼓勵學生結合商業實例和個案作分
析，並以不同的考核方法增強學生的專
業信心及實踐能力。課程設有「市場學」
和「人力資源管理學」專科選修，以加
強學生的專科知識，提升他們在就業市
場上的競爭力與優勢。

1年全日制 :$119,700
2 年兼讀制 :$119,700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只適用
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4423
網址：www.cityu.edu.hk/ce/
babam

CityU SCOPE 及

De Montfort University

BA (H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課程歷史悠久，在港開辦逾 25年，培訓
了逾千名公共行政及管理專才及政治人
才。內容涵蓋公共管理、政治、政策制訂、
環保及中國國情等範疇，以本地實例作研
究分析，切合實際環境需要。全部學科由
資深的本地導師及經驗豐富的業內人士任
教。兼讀制特設房屋管理專修，為英國特
許房屋經理學會 (CIH) 認可課程。

1年全日制或 2年兼讀制
$119,700 (180 學分 )
$129,675 (195 學分 )
$139,650 (210 學分 )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只適用
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4986/ 3442 5810
網址：www.cityu.edu.hk/ce/
bapam

CityU SCOPE 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BA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課程涵蓋「款待」及「服務」管理兩個
專業範疇，能夠為學員提供跨專業的培
訓，並擴闊國際視野，助其增強競爭力。
另設有獎學金，學員有機會到英國當地
修讀一個學期。

兼讀制 BA：
持副學士學位 / 高級文憑需修讀 12
個月，學費 $72,600
*  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 "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2126
網址：www.cityu.edu.hk/ce/
baihsm

CityU SCOPE 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BA (Hons)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Airline 

Management

課程涵蓋「旅遊」和「航空」兩個元素，
理論與實踐並重，讓學員同時涉獵兩個
專業範疇，並擴闊國際視野，助其增強
競爭力。另設有獎學金，學員有機會到
英國當地修讀一個學期。

全日制 BA (Hons) ：
持副學士學位 / 高級文憑需修讀 16
個月，學費 $136,800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只適用
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2126
網址：www.cityu.edu.hk/ce/
baitam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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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London (Academic Direc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倫敦大學 ( 學術指導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

BSc Accounting and Finance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3/000446/L5
有效期 : 01/09/2013 至 31/08/2021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課程內容由 LSE 制定和評核。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於 2020 年度 QS世界
大學排名中名列第 44 位，與 HKU
並列於世界排名首 100 位，並於
2020 年度 QS 世界大學的「會計及
金融」學科排名中名列第 4 位。學
位 由 倫 敦 大 學 頒 授， 設 榮 譽 
(Honours) 等級。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 1 後可於最快 2年內完成
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修讀 2年課程費用 2 :
$118,400 ( 交予 HKU SPACE)
GBP 4,142( 交予倫敦大學 )
$6,900( 交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修讀 3年課程費用 2 :
$177,600( 交予 HKU SPACE)
GBP 5,923( 交予倫敦大學 )
$9,985 ( 交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另須繳交英磅101予倫敦大學作報名費
1  副學士生 / 高級文憑畢業生可獲學分豁免 
( 按個別情況而定 )

2  費用以每年修讀 4科計算，並可能會因
應情況調整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P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10 7611
網址：http://hkuspace.
hku.hk/ic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London (Academic Direc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倫敦大學 ( 學術指導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

BSc Banking and Finance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3/000448/L5
有效期 : 01/09/2013 至 31/08/2021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課程內容由 LSE 制定和評核。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於 2020 年度 QS世界
大學排名中名列第 44 位，與 HKU
並列於世界排名首 100 位。學位由
倫敦大學頒授，設榮譽 (Honours) 等
級。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London (Academic Direc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倫敦大學 ( 學術指導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

BS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3/000312/L5
有效期 : 01/09/2012 至 31/08/2021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課程內容由 LSE 制定和評核。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於 2020 年度 QS世界
大學排名中名列第 44 位，與 HKU
並列於世界排名首 100 位，並於
2020 年度 QS 世界大學的「經濟及
計量經濟學」學科排名中名列第 5
位。學位由倫敦大學頒授，設榮譽 
(Honours) 等級。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Plymouth

英國普理茅斯大學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Tourism Management

旅遊業管理 ( 榮譽 ) 理學士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5/000953/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24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學位由普理茅斯大學頒授。在旅遊、
酒店、運輸及旅運教學方面，普理
茅斯大學 2018 年 The Guardian 英
國大學排名中名列 14 位。課程內容
專業及實用。演講課堂由英國教授
赴港親自教授，學習海外的商業個
案，加強國際化視野。學生可於暑
假期間到英國普理茅斯大學上課及
體驗校園生活。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個月
內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98,970
( 分 3 期繳交 )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PS)/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520 4607
網址：http://hkuspace.
hku.hk/ic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Plymouth

英國普理茅斯大學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款客業管理 ( 榮譽 ) 理學士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5/000949/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24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Plymouth

英國普理茅斯大學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Cruise Management

郵輪業管理 ( 榮譽 ) 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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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工商管理 /金融會計 /旅遊酒店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London (Academic Direc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倫敦大學 ( 學術指導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

BSc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4/000003/L5 
有效期 : 01/09/2014 至 31/08/2022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
上學院課程」

課程內容由 LSE 制定和評核。倫敦政治
經濟學院於 2020 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
中名列第 44 位，與 HKU並列於世界排
名首 100 位，並於 2020 年度 QS 世界
大學的「商業與管理研究」學科排名中
名列第 10 位。學位由倫敦大學頒授，設
榮譽 (Honours) 等級。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 1 後可於最快 2年內完
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修讀 2年課程費用 2 :
$118,400 ( 交予 HKU SPACE)
GBP 4,142 ( 交予倫敦大學 )
$6,900( 交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修讀 3年課程費用 2 :
$177,600( 交予 HKU SPACE)
GBP 5,923 ( 交予倫敦大學 )
$9,985 ( 交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另須繳交英磅 101 予倫敦大學作
報名費
 
1  副學士生 / 高級文憑畢業生可獲學分
豁免 ( 按個別情況而定 )

2  費用以每年修讀 4科計算，並可能會
因應情況調整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P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10 7619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Hull

英國赫爾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s)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市場及管理學 ( 榮譽 ) 文學士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5/002105/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24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
上學院課程」

學位由英國赫爾大學頒授。赫爾大學商
學院享負盛名，同時獲得兩項國際權威
認證 (AACSB 及 AMBA) 。為期一年的
課程結合了多元化的學術知識及實用技
巧，學生日後可學以致用，從事不同界
別的工作，包括：品牌管理、市場研究、
客戶管理、顧客服務、公關、人力資源
管理、零售管理，以及一概有關消費者
或公司與公司之間、甚至非牟利機構或
政府部門的市場推廣或管理。畢業生符
合指定工作經驗要求，可申請成為香港
市務學會 (HKIM) 會員。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年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112,500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PS)
* 設有獎學金

明愛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 全日制 )

課程設四個專修範疇：會計學、企業管
理、酒店管理、市場學及活動管理。課
程獲多個專業團體認可，包括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等。

副學位畢業生可入讀此四年全日
制課程的第二年，持有相關學科
的副學位畢業生則入讀課程的第
三年。*
學費首年由 $75,770 至 $79,250
不等 ( 未扣除政府提供每年港幣
31,300 元的免入息審查資助 )
*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面試。

明愛專上學院
電話：3702 4388
電郵：info@cihe.edu.hk
網址：www.cihe.edu.hk

明愛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 兼讀制 )

副學位畢業生可入讀此六年兼讀
制課程的第一年，持有相關學科
的副學位畢業生則入讀課程的第
四年。*
2020/21 年學費首年由 $49,350
至 $53,620 不等
*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面試。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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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UK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g no.: 252326)*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畢業
證書。

12-16 個月 全日制 / 兼讀制
$57,750( 全日制分 2期繳交 /
兼讀制分 3期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CityU SCOPE 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BA (Hons) Accounting

課程為首個獲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認可的海外學位，在新QP 中，畢業學
員可獲豁免Associate Level 10個單元。

24 個月兼讀制 :
$137,800
*  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
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7013 
網址：www.cityu.edu.hk/ce/baac

CityU SCOPE 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B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課程內容緊貼市場趨勢，並獲個別會計
專業機構豁免部份專業試，並在政府資
歷架構下獲得認可並評審為 QF Level 
5，資歷等同本地大學學位。

9個月全日制 :
$79,800
12 個月兼讀制 :
$79,800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只
適用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
金 (CEF) 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2363
網址：www.cityu.edu.hk/ce/baaf

CityU SCOPE 及

Coventry University

BSc (Hons) Aviation

Management

課程涵蓋航空及物流元素，以鞏固學員
的專業知識及管理技能，提升其競爭力。
歡迎修讀航空，物流管理相關學科的畢
業生報讀。

1年全日制
$ 99,750 (150 學分 )
$ 106,400 (160 學分 )
$ 119,700 (180 學分 )
2 年兼讀制
$ 99,750 (150 學分 )
$ 106,400 (160 學分 )
$ 119,700 (180 學分 )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只
適用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
金 (CEF) 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5803
網址：www.cityu.edu.hk/ce/bscam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Hull

英國赫爾大學

BSc (Hons) Accounting

會計學 ( 榮譽 ) 理學士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5/002107/L5
有效期 : 01/09/2019 至 31/08/2024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
上學院課程」

學位由赫爾大學頒授。赫爾大學商學院
同時獲得兩項國際權威認證 (AACSB 及
AMBA)。課程為期一年課程內容精鍊而
全面，旨在教授學生會計學理論及應用
知識，為考取專業會計師資格打好基礎。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1年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112,500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
計劃 (NLSP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867 8407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學

Bachelor of Aviation Management

航空管理學士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8/000982/L5
有效期 : 01/09/2019 至 31/08/2023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
上學院課程」

學位由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學頒授。本課
程包括航空市場學、機場運作、項目管
理等，其中四個學科全部由澳洲院校的
導師來港授課。除了在香港上課同實習
機會外，也可以透過參與考察團，親身
到澳洲了解國際航空業的運作。學生也
可選擇到澳洲本部修讀其中一個學期。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個月內完
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105,000
( 分 3 期繳交 )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
計劃 (NLSP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587 3232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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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人文 / 社會科學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倫敦藝術大學

BA (Hons) Contemporary Media Cultures

當代媒體文化（榮譽）文學士

學位由倫敦藝術大學頒授。倫敦藝術大
學於 2020 年度 QS 世界大學「藝術及
設計」學科中排名全球第 2位。內容涵
蓋媒體及文化理論，培育學生成為本地
藝術及創意產業的專材。學生可選擇到
英國倫敦校園修讀最後一年課程，體驗
當地校園生活。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最快 2年內完成
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修讀 2年課程費用 : $140,000
修讀 3年課程費用 : $200,000
副學士生 / 高級文憑 畢業生可獲學
分豁免 ( 按個別情況而定 )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10 7613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洲大學

Bachelor of Arts - Asian Studies Major 

(Japanese units included)

文學士 - 亞洲研究
學位由西澳洲大學頒授。西澳洲大學於
2020 年度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名列第
86 位，與 HKU並列於世界排名首 100
位。課程由西澳洲大學教授及 HKU 
SPACE 講師共同任教。學生在港修畢
一個學年後，可選擇到澳洲珀斯校園完
成餘下課程。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年內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140,000
( 共 4 個學期 )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洲大學

Bachelor of Arts -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Major

文學士 - 傳播與媒體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年內完
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140,000
( 共 4 個學期 )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英國愛丁堡龍比亞大學

BA Mass Communication, Advertising & 

Public Relations

大眾傳播、廣告及公關文學士

學位由愛丁堡龍比亞大學頒授。愛丁堡
龍比亞大學師資優良，堅持以專業訓練
為本的教學方針，畢業生向來獲僱主青
睞，就業率亦於全英國高等院校中持續
高企；逾九成半畢業生在畢業後六個月
內已獲聘或繼續升學 ( 英國高等教育統
計局 2015/16)。根據英國《衛報大學排
名2019》，愛丁堡龍比亞大學在公關、
新聞及出版範疇中排名全國第 23位。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0個月內完成
課程
每學期學費 : $80,000
( 分 2 期繳交 )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西英格蘭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媒體及文化創作 ( 榮譽 ) 文學士

學位由西英格蘭大學頒授。在媒體及電
影專業範疇中，西英格蘭大學 2020 年
The Guardian，排名全國第 20 位。課
程十分著重實用性，務求令學生深入認
識銀幕媒體，包括電視、電影、攝影、
行動 / 社交媒體以及其受眾的特性。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個月內完成
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130,000
( 分 4 期繳交 )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Middlesex University London

倫敦密德薩斯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Graphic Design

平面設計 ( 榮譽 ) 文學士

學位由倫敦密德薩斯大學頒授。課程由
專業設計師教授，透過專題研習提升學
生水平。適合各大院校的視像傳意高級
文憑或文憑課程的畢業生報讀。

全日制
獲指定學分豁免後可於 18個月完
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120,000
( 分 3 期繳交 )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3762 0084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Middlesex University London

倫敦密德薩斯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terior Architecture

室內建築 ( 榮譽 ) 文學士

學位由倫敦國密德薩斯大學頒授。
著名室內建築及設計公司 (M. Moser 
Associates Ltd. 及梁志天室內設計有限
公司 ) 為課程提供實習生計劃，並舉辦
參觀活動或研討會等。

全日制
獲指定學分豁免後可於 18個月完
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120,000
( 分 3 期繳交 )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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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人文 / 社會科學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英國曼徹斯特都會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Multimedia 

Journalism 

多媒體新聞學 (榮譽 ) 文學士 ^

揉合傳統新聞採訪、編輯、寫作以及數
碼多媒體製作技巧。提升學生的跨平台
傳訊能力，累積豐富的文字和影音報導
經驗。學位由曼徹斯特都會大學頒授。
根據《衛報英國大學排名 2019》，曼徹
斯特都會大學在新聞、出版及公共關係
的相關專業排名為 26位。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個月
內完成課程
每學期學費 : $132,000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10 7613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英國愛丁堡龍比亞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Social 

Sciences

社會科學 ( 榮譽 ) 文學士 ^

^  課程主辦人正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
例》辦理豁免註冊手續。

學位由愛丁堡龍比亞大學頒授。部分課
堂由英國教授赴港親自教授，學習海外
個案，加強國際化視野，提供廣泛的課
外參觀活動。

全日制
獲指定學分豁免後可於
24個月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121,200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75 5610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英國愛丁堡龍比亞大學

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urs) i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and

Event Management

國際節日及項目管理 ( 榮譽 ) 文學士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8/000071/L5
有效期 : 01/09/2018 至 31/08/2023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
上學院課程」

學位由愛丁堡龍比亞大學頒授。課程讓
學生掌握如何規劃、設計、推廣、經營
和發展節慶活動，以及如何透過籌辦這
些節慶活動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切合
香港對策劃大型節慶活動專業人才的需
求。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年內
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116,800
( 分 4 期繳交 )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
劃 (NLSP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867 8408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lster University

英國阿爾斯特大學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Food and Nutrition 

食物及營養學 (榮譽 ) 理學士

學位由阿爾斯特大學頒授。18 個月的課
程結合理論與實踐，為同學提供全面的
食物安全及營養學知識。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個月內
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132,000
( 分 2 期繳交 )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3762 0833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MSc Psychology (Reg no.: 252950)*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新特蘭大學畢業證
書。持有非心理學學位人士也能報讀。

12個月全日制
$92,400 ( 分 3 期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CityU SCOPE 及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BA (Hons) Applied Social Science

課程專為持有社會科學、社會工作及社
會福利背景同學而設，旨在教授實用而
專業的應用社會科學知識。全部學科均
由資深的本地導師親自教授，學員以一
年時間修讀「必修科」五科及「選修科」
三 (包括應用論文 *)/ 四科以完成學位。
* 應用論文列為兩選修科。

1 年全日制
$119,700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只
適用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
金 (CEF) 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7768
網址：www.cityu.edu.hk/ce/baass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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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VTC SHAPE 及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BA (Hons) Jewellery and Metalwork

(Reg. No.: 252251)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為資歷
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課程的認可地
位。課程包括 3 個必修科。

12 個月全日制 或 18 個月兼讀制
$78,500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VTC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
(SHAPE)
電話：2595 2771
電郵：shape@vtc.edu.hk
網址：www.shape.edu.hk

VTC SHAPE 及 University for

the Creative Arts

BA (Hons) Fashion Promotion

and Imaging

(Reg. No.: 252646)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為資歷
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課程的認可地
位。課程包括 3 個必修科。

12 個月全日制 或 18 個月兼讀制
$90,200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VTC SHAPE 及 University of Lincoln

BA (Hons) Design for

Exhibition and Museums

(Reg. No.: 252461)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為資歷
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課程的認可地
位。課程包括 4 個必修科。

1 年全日制
$90,200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香港教育大學

社會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大中華

地區研究 ) - 三年制

社會科學教育 ( 榮譽 )( 大中華地區研究 ) 學士
課程強調互動教學，鼓勵學生認識大中華地區
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發展，並對相關議題
提供創新可行的解決方法。課堂以外，學生有
機會參與實習、海外實地體驗、國際交換生活
動及社會服務，從中培養區域及國際視野，為
日後發展作準備。我們過往的畢業生大多任職
於政府、學校、非政府組織以及商業機構，此
外，亦有不少同學選擇到海外著名學府進修。

2年全日制
$196,000

香港教育大學
電話：2948 7313
電郵：bssgcs@eduhk.hk

香港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榮譽文學士 - 三年制

(1)  課程關注全球化下不同的議題，透過學習
跨學科知識 ( 如社會學、教育、教育法、公
民研究、持續發展，中國研究及香港研究
等 ) ，培養多角度思考。

(2)  全英文教學，使同學習慣以英語溝通及寫
作，加強畢業生的語言技能及競爭力。

(3)  安排到機構實習，有利學生長遠的職業發展。
(4)  畢業生於香港政府、私營機構、社會團體、
教育機構及商界等工作，就業前景佳。

2年全日制
$215,600

香港教育大學
電話：2948 8727 /
2948 8429
電郵：balse@eduhk.hk

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運動科學 ) - 三年制

本課程是目前香港唯一專門針對運動科學的科
學教育學士課程，旨在為有意在中小學以外發
展有關運動科學教育的學生所舉辦，除了探討
對體育、運動知識的理解以外，更會使學生具
有在運動科學領域的國際視野。

4年全日制
$215,600

香港教育大學
電話：2948 7994
電郵：bsess@eduhk.hk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廣告 ( 榮譽 )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Advertising

課程以培育學生創意和設計思維為出發點，透
過對傳統廣告和數碼推廣的深入了解，以及探
討跨媒體於廣告設計上的應用，訓練學生進行
資料搜集、數據分析、反覆思考及檢討以策劃
有效的廣告方案。課程亦會引入國際元素，擴
闊學生視野，發揮創意潛能並實現廣告方案。
學生於完成課程後，將配備專業的廣告知識和
市場觸覺，以及對跨媒體技術的認知，並可投
身廣告設計行業，擔任撰稿、市場推廣、數碼
市場推廣、廣告策劃、品牌設計、媒體及平面
設計等工作。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港幣 
3,035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修讀自資
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年最高可獲港
幣 32,100 學費資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
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NMTSS) 計劃之
詳情，請瀏覽網頁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電話：3890 8000
電郵：thei@vtc.edu.hk
網址：www.thei.edu.hk
網上報名方法：www.vtc.
edu.hk/admission

#有關課程資料 / 資歷架構級別、資歷名冊登記號碼及登記有效期限，請瀏覽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或SHAPE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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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人文 / 社會科學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時裝設計 ( 榮譽 )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Fashion Design

課程以發掘學生的創意開發能力，擴闊他們的國際視
野及對時裝市場的深入認知為目標。課程著重培訓學
生的研發能力、產品設計、生產及發展技術、時裝管
理、思考及解難技巧，為未來就業、升學及專業培訓
作好準備。畢業生可投身時裝設計行業包括時裝、配
飾、毛衣及形象設計、時裝統籌、時裝買手、產品開
發、時裝零售及時裝傳媒等工作。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 21 學年入讀三年級的學費為每
個學分港幣3,060元 ^。
^  學費水平每年均會予以檢討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年
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電話：3890 8000
電郵：thei@vtc.edu.hk
網址：www.thei.edu.hk
網上報名方法：www.vtc.
edu.hk/admission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產品設計 ( 榮譽 )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Product Design

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經驗，擴濶及發展
個人的專業能力及態度，從而培養他們成為跨行業
及國際化的產品設計專業人才。學生將進一步提高
其創新及實踐能力，為本地、國內及國際市場，創
造出有價值、創新及可行的設計方案。畢業生可投
身產品設計及開發行業，包括在消費電子產品、數
碼娛樂、鐘錶及珠寶首飾、時尚及生活產品、家庭
和廚房產品、汽車、玩具及兒童產品、精品及禮品
等範疇擔任三維藝術、產品統籌、產品開發及工程
工作。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 21 學年入讀三年級的學費為
每個學分港幣 3,060 元 ^。
^ 學費水平每年均會予以檢討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年
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 (榮譽 ) 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Horticulture, Arboriculture and 

Landscape Management

備註：由 2020/21 學年起採用新課程名稱。在
2020/21 學年之前，課程名稱為「園藝及園境管
理 ( 榮譽 ) 文學士」。

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綜合知識與技能，以社會責任
感和環境可持續性為理念，制定策略規劃，設計和
實施園藝及園境管理。課程透過實習和實地考察，
加深學生瞭解業界運作。課程重點涵蓋植物科學、
園境和環境、可持續園境管理等相關學科範疇。
畢業生可擔任園藝園境項目經理、園藝園境顧問、
園藝或樹木專員、園藝督察、樹藝師、樹木風險評
估員、園境主管、樹木工程主管、行業業務和技術
代表、教育者等工作。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2,965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
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
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園境建築 ( 榮譽 )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本課程著重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並通過跨學科的專
業培訓，幫助學生掌握園境建築學在科學和藝術範
疇的核心知識和專業技能。教學重點包括：園境規
劃和設計、園境項目管理、園境理論和科學、環境
保育、樹木管理護養及綠化工程等。
畢業生可從事園境建築及相關領域的規劃、設計、
研究和管理等工作，可在公營或私營機構擔任助理
園境設計師、助理項目經理等相關職務。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3,035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
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
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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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運動及康樂管理 (榮譽 ) 社會科學學士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ours)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課程分為三個專修範疇，包括運動教練、運
動治療以及康樂管理，旨在為學生提供高質
素的學位教育及專業技能訓練，以配合社會
對運動及康體專業人員多元化的殷切需求。
學生可根據其個人興趣及能力修讀。當中運
動治療範疇更獲得英國運動治療師學會的專
業認證，學生可及早晉身專業。

本課程同時獲納入政府的「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
計劃」，中六同學可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
招 ) 申請入讀「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的一年級資助學額；副學位持有人則可直接
申請入讀三年級自資課程。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3,165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
年最高可獲港幣$32,100學費資助*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一年級：4 年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電話：3890 8000
電郵：thei@vtc.edu.hk
網址：www.thei.edu.hk
網上報名方法：www.vtc.
edu.hk/admission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食品科學及安全 (榮譽 ) 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Food Science and Safety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成為食品科學和食品安
全的專才，以滿足本港及鄰近地區對相關行
業的人力需求。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內容
包括食品化學、營養學、微生物學、食品工
程及食品安全管理等。另外，通過各種食品
科學相關行業的實習機會，讓學生汲取實踐
經驗，令課程理論的掌握更容易。
畢業生能擔任食品行業不同的工作，如產品
開發、食品研究和技術的支援。他們可以提
升到管理職位，如食品廠的經理或酒店的食
物衛生經理，幫助監督員工及食物生產的過
程。課程獲不同的專業認可，詳情請參考課
程網頁。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 /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3,035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
年最高可獲港幣$32,100學費資助*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電話：2176 1456
電郵：thei@vtc.edu.hk
網址：www.thei.edu.hk
網上報名方法：www.vtc.
edu.hk/admission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醫療護理 ( 榮譽 ) 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Health Care

課程內容範疇廣泛，基礎課程包括傳染病控
制、護理學、老人護理等。同學更可於三年
級開始，分流專修「醫療行政管理」及「營
養健康」。
畢業生可在政府、政府資助或私營的醫護機
構或護理中心出任醫療行政職位，於復康治
療中心及健康營養企業擔任項目主任，取得
經驗後更可晉升為管理人員。課程獲不同的
專業認可，詳情請參考課程網頁。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3,035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
年最高可獲港幣$32,100學費資助*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檢測和認證 (榮譽 ) 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本課程旨在培訓學生成為檢測和認證的專才，
提供所需之知識和技術以滿足檢測和認證行
業中複雜和不斷變化的工作環境。課程理論
與實踐並重，內容涵蓋四大重要的檢測和認
證範疇，包括基本科學，分析科學，檢測技
術，質量控制和管理，讓學生汲取實踐經驗，
掌握理論和實際運作，為將來在檢測和認證
業內工作作好準備。
畢業生能擔任檢測和認證行業中不同的監督
和技術工作，如技術助理、品質保證助理和
化學主任等。累積足夠的經驗和專業資格後，
他們可以晉升到管理職位，如高級化學主任，
技術顧問和技術經理等。
此學士學位課程為香港測檢認證協會檢測專業人員
認證計劃認可學士課程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3,010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
年最高可獲港幣$32,100學費資助*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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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 社會科學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教育大學

健康教育榮譽學士

健康教育榮譽學士
 ( 二年全日制 / 三年兼讀制 ) 課程特色
‧ 自資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  目標對象為與健康教育領域相關的高級文
憑畢業生、在職護士、教師或社工

‧  課程結構強調健康理論和實踐的綜合，與
學校和社福機構合辦不同類型的學習活
動，以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實踐機會

‧  修讀單元涉及多方面健康範疇的專業知
識，旨在使學生將來能在工作中從多角度
洞察當今的健康問題、有效地計劃和實踐
相關的健康教育活動，並且與時並進

‧ 提供全日 / 兼讀制模式，靈活自主

2年全日制
$205,800

香港教育大學
電話：2948 7431
電郵：chany@eduhk.hk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及

英國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BA (Hons) Criminology,

Policing and Forensics 

(Reg. No. 252930)

課程讓學生全面學習不同的相關範疇，包括
犯罪學理論、警政及警務調查、現代科學的
鑑證運作與英國及不同地區的刑事司法制度。

1-2 年全日制 / 兼讀制
$74,000
*  可申請一年 $32,100 港元免入息審查資助
計劃的資助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辦事處
電話：2782 2433
網址：www.hkit.edu.hk
電郵：enquiry@hkit.edu.hk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 (榮譽 ) 學士

健康及社會服務管理專業

這是一個由教資會資助的兩年制課程，主要
為社會科學、社會工作、社會服務、犯罪學、
公共行政、健康及社康照顧等範疇的副學士
及高級文憑畢業生而設，培育優秀畢業生以
解決健康及社會服務人才短缺的問題 。
課程理論及實踐並重，學員在畢業後能直接
投身社會服務或醫療保健服務界別， 任職於
公營或私營機構。 

本地學生：HK$42,100 （每學年）
非本地學生： HK$140,000（每學年）
兩年全日制

嶺南大學社會科學院辦公室
電話 : (852) 2616 7176 / (852) 
2616 7552 
電郵 : bssprog@LN.edu.hk 

嶺南大學
環球教育及跨學科課程辦事處
電話 : (852) 2616 8990
電郵 : ogeis@LN.edu.hk

網頁 : https://ln.edu.hk/
ugprogrammes/eng/hssmc.html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社會工作 (榮譽 ) 學士

課程已經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
核，並獲得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認可。課程
旨在培育有志關心社會的學生成為專業社會
工作者，學生會學習如何應用社會工作理論
及有效的介入手法，處理社會複雜多變的問
題。課程尤其關注社區貧窮和弱勢社群等問
題，盡力培育學生成為專業和務實的社工。
畢 業 生 可 以 成 為「 註 冊 社 會 工 作 者
(RSW)」，符合資格申請社會福利署和非政
府機構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的空缺，也可以
升讀不同的研究生課程。

四年日間 / 晚間制
2020/21 學年學費 $79,800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電話：3996 1000
網址：www.ny.edu.hk ( 設網上
報名 )
電郵：registry@ny.edu.hk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中文 ( 榮譽 ) 文學士

課程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核。
課程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前主任，被稱為「活
字典」的中文專家單周堯教授策劃及主理。
課程內容全面，學術與實用兼顧，更特設「中
國歷史」、「佛學」及「中國文化與哲學」
三個副修課程，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學
生亦可申請成為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的普通會
員。

四年日間 / 晚間制
( 亦設兩年制銜接學位
(Top-up) 課程，適合副學
士 / 高級文憑的畢業生報
讀）2020/21 學年學費 $69,000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電話：3996 1000
網址：www.ny.edu.hk ( 設網上
報名 )
電郵：registry@ny.edu.hk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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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明愛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課程設三個專修範疇：社區研究、心理
學、社會工作。專修「社會工作」畢業
生可在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註冊成為「註
冊社工」。

適用於社區研究、心理學專修
副學位畢業生可入讀此四年全日制課程的第二
年，持有相關學科的副學位畢業生則入讀課程的
第三年。*
學費首年由 $76,640 至 $77,690 不等 ( 未扣除
政府提供每年港 31,300 元的免入息審查資助 )
適用於社會工作專修
持有社會工作專修的副學位畢業生取得累計績點
2.7或以上成績可入讀課程的第三年。*
學費首年 $87,280( 未扣除政府提供每年港幣
31,300 元的免入息審查資助 )
*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面試。 明愛專上學院

電話：3702 4388
電郵：info@cihe.edu.hk
網址：www.cihe.edu.hk

明愛專上學院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 (兼讀制轉制課程 )

課程旨在讓學生有廣闊的學習經驗、提
供學生的誠信和能力並促進個人發展，
及讓學生學習在不同的社會系統裡的介
入方法。畢業生可在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註冊成為「註冊社工」。

持有社會工作專修的副學位畢業生並具備相關專
業實踐經驗，可入讀三年兼讀制課程的第一年。*
學費每年 $60,480
*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面試。

明愛專上學院

語文及通識榮譽文學士

課程設三個專修範疇：雙語研究、中文
及哲學、英文及傳意。培養學員的語言
及溝通能力，及全面、多元角度的思
考、邏輯能力。

副學位畢業生可入讀此四年全日制課程的第二
年，持有相關學科的副學位畢業生則入讀課程的
第三年。*
學費首年由 $75,770 至 $79,250 不等 (未扣除政
府提供每年港幣 31,300 元的免入息審查資助 )
*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面試。

CityU SCOPE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BA (Hons)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課程結合英語企業傳意及商業元素於一
身，設有「巿場學」及「翻譯與傳譯」
兩個專業選修範疇，完全切合香港商業
社會對人才的需求。

1年全日制 $119,700
2 年兼讀制 $119,700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只適用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金 (CEF)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5814
網址：www.cityu.edu.hk/ce/
baeicc

CityU SCOPE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BA (H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Japanese

課程旨在提升學生的商業傳意技巧，同
學可在這個平台上，認識多元文化，擴
闊國際視野。除英語外，學生須選修中
文或日語，並學習商業、文化及社會等
不同範疇的知識。同學既能掌握兩種語
言能力，也能進一步了解不同地方的文
化差異和思維方式。

1年全日制 $119,700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只適用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金 (CEF)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5819
網址：www.cityu.edu.hk/ce/
baibc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健康管理及社會關懷高級文憑

課程已經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批核。本課程旨在促進學生對長者及
殘疾人士健康管理與社會照顧服務的認
識、實踐和應用，裝備畢業學員於長者
服務及相關行業的發展，提高升學及就
業優勢。( 設四星期臨床實習 )

兩年日間制 ( 適合 HKDSE畢業生報讀）
2020/21 學年學費 $73,000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NYC）
電話：3996 1000
網址：www.ny.edu.hk ( 設網上
報名 )
電郵：registry@ny.edu.hk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及

澳洲南澳大學

Bachelor of Business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課程涵蓋教授運動及康樂基礎理論、體
育及運動管理、康體活動策劃、商業營
運、環球商業、策略管理，以及休閒活
動概念等範疇。學分豁免可達 12科。

全期學費 $111,420
1 年全日制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電話：3411 1914
電郵：usaugf@hkbu.edu.hk
網址：hkbusce.hk/ipugf

明愛專上學院

健康科學榮譽學士 ( 兼讀制銜接課程 )

本課程使學生具備管理能力，以監督和
協調健康服務，滿足健康護理行業的需
求及發展。畢業生可投身醫療保健行
業，例如擔任監管事務主任、臨床應用
專員、醫藥行銷代表、醫藥學術主任、
臨床服務經理和醫療事務專員等。

持有醫藥健康護理專修的副學位畢業生，可入讀
三年兼讀制課程的第一年。*
學費首年及第二年學費 $66,650, 第三年學費
$14,820

明愛專上學院
電話：3702 4388
電郵：info@cihe.edu.hk
網址：www.cih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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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課程一覽
人文 / 社會科學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英國紐卡素諾森比亞大學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Sport 

Management

體育管理 ( 榮譽 ) 理學士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5/002495/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22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
上學院課程」

學位由紐卡素諾森比亞大學頒授。
課程涵蓋人力資源、市場學、管理計劃
及組織行為等。管理學、商業、旅遊業
以至社會學、人文學等相關副學士或高
級文憑畢業生均可報讀；提供公營、私
營機構實習機會。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 個月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135,450( 分 3 期繳
交 )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P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587 3153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英國紐卡素諾森比亞大學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Sport 

Coaching

運動教練學 ( 榮譽 ) 理學士

資歷架構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8/000760/L5
有效期 : 01/09/2018 至 31/08/2022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為「已經評審之專
上學院課程」

學位由紐卡素諾森比亞大學頒授。課程
涵蓋人力資源、市場學、管理計劃及組
織行為等。管理學、商業、旅遊業以至
社會學、人文學等相關副學士或高級文
憑畢業生均可報讀；提供公營、私營機
構實習機會。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個月內
完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135,450
( 分 3 期繳交 )
* 可 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PS)
* 設有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USCS) 及 

Flinders University, Australia

Bachelor of Creative Arts (Digital Media)

資歷級別 :5
登記號碼 :14/002959/L5   
有效期 : 1/9/2014 - 31/8/2022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准成為「已經評審之
專上學院課程」。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 ( 規管 ) 條例》，以上課程
已獲非本地課程註冊處豁免註冊。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
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得的任何資格。

Flinders University 全球排名首 2%，是
南澳州最具規模的影視人才培訓搖籃。
課程由 Flinders 教學團隊任教，涵蓋電
影、數碼媒體及遊戲製作的專業知識及
技巧。學歷與澳洲本校畢業生相同。

12個月全日制
8科合共 AU$16,240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943 9045/ 3943 9131
網址：www.cuscs.hk/topup
電郵：scs-topup@cuhk.edu.hk

明愛專上學院 -

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課程以電腦科學及設計藝術為基礎，同
學可按興趣選修不同的進階領域，如電
腦遊戲、電腦動畫及介面設計等。

副學位畢業生可入讀此四年全日制
課程的第二年，持有相關學科的副學
位畢業生則入讀課程的第三年。*
學費首年 $78,140 ( 未扣除政府提供
每年港幣 31,300 元的免入息審查資
助 )
*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面試。

明愛專上學院
電話：3702 4388
電郵：info@cihe.edu.hk
網址：www.cihe.edu.hk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Master of Arts in Design

(Reg no.: 253010)*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新特蘭大學畢業證
書。有機會去到英國新特蘭大學校園上
暑期課。

12-24 個月 全日制 / 兼讀制 $92,400
( 全日制分 2期繳交 / 兼讀制分 6期
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BA (Hons) Graphic Design

(Reg no.: 251629)*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新特蘭大學畢業證
書。

12 個月 全日制 / 兼讀制 $68,250
( 全日制分 2期繳交 / 兼讀制分 4期
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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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 資訊科技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VTC SHAPE 及 RMIT University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Civil and Infrastructure) (Honours)

(Reg. No.: 211755)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課
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已獲澳洲工程師學
會 (EA)及香港工程師學會 (HKIE) 認可，
並包括 15 個必修科， 共 192 學分。

2 年全日制 或 1 年兼讀制
$208,700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VTC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
(SHAPE)
電話：2595 2771
電郵：shape@vtc.edu.hk
網址：www.shape.edu.hk

VTC SHAPE 及 RMIT University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Reg. No.: 211110)

兼讀制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評定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
本地課程的認可地位。兼讀制課程已獲
澳洲工程師學會 ( E A ) 及香港工程師學
會 (HKIE) 認可，並包括 12 個必修科及
4個選修科，共 192 學分。

2 年全日制 或 3 年兼讀制
$208,700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
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
助計劃

VTC SHAPE 及 RMIT University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Reg. No.: 212248)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課
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包括 14 個必修科，
共 192 學分。

2 年全日制 或 3 年兼讀制
$208,700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VTC SHAPE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BEng (Hons) Building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Engineering

(Reg. No.: 252295)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課
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包括 5 個必修科及 
1 份 Engineering Dissertation。

18 個月兼讀制
$84,700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VTC SHAPE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BSc (Hons) Architecture Studies

(Reg. No.: 252562)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課
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包括 8 個必修科。

2 年兼讀制
$190,100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VTC SHAPE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BSc (Hons) Building Surveying

(Reg. No.: 252193)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課
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已獲皇家特許測量
師學會 (RICS) 認可，並包括 5 個必修科
及 1 份 Dissertation ／ Project。

18 個月兼讀制
$84,700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VTC SHAPE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BSc (Hons) Quantity Surveying

(Reg. No.: 252192)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等同已評審本地課
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已獲皇家特許測量
師學會 (RICS) 認可，並包括 5 個必修科
及 1 份 Dissertation ／ Project。

18 個月兼讀制
$84,700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VTC SHAPE 及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BEng (Hons)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Reg. No.: 252610)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五級 #，即等同已評審本地
課程的認可地位。課程包括 5 個必修科。

1年全日制 或 18 個月兼讀制
$84,700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
助計劃

#有關課程資料 / 資歷架構級別、資歷名冊登記號碼及登記有效期限，請瀏覽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或SHAPE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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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 資訊科技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屋宇設備工程 (榮譽 ) 工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課程涵蓋多個專門領域，包括：空調、通風、
消防、供水排水、供電及照明等系統。課
程理論與實踐並重，加深及加強同學們日
後的工作職能。
課程獲香港工程師學會之認可資格，畢業
生可及早晉身工程專業。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分
計算。
2020/21 學年入讀三年級的學費為每
個學分港幣 3,105 元。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
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www.cspe.edu.
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兼讀制：
入讀三年級：4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電話：2176 1456
電郵：thei@vtc.edu.hk
網址：www.thei.edu.hk
網上報名方法：www.vtc.edu.
hk/admission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土木工程 ( 榮譽 ) 工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in

Civil Engineering

課程專業實務，。內容涵蓋業內多個專門
領域，包括土木工程、結構工程、土力工
程、環境工程、水利工程、交通和基礎設
施建設、工程及項目管理，更設有實習，
助同學實踐所學。
課程已獲香港工程師學會 (HKIE) 之認可資
格，畢業生可於政府部門 ( 如環境保護署、
土木工程拓展署等 )、工程顧問公司、承建
商、公用事業機構及相關管理服務公司、
物料供應商及營造商等擔任助理工程師、
實習工程師、土木工程師、結構工程師、
土力工程師、駐地盤主管及項目經理等職
位。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分
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港
幣 3,285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
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年最高
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www.cspe.edu.
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兼讀制：
入讀三年級：4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環境工程及管理 (榮譽 ) 工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課程以專業導向為主導，畢業生具備科學
和技術知識，成為環境工程及管理專才，
為可持續發展及環保產業作出貢獻。課程
覆蓋範疇廣泛，包括固體廢物及有害廢物
管理、能源效益及可持續能源和環境影響
評估、環境經濟等。
課程已獲香港工程師學會 (HKIE) 之認可資
格，畢業生可於業內各政府部門 ( 如環境保
護署、土木工程拓展署等 )、公用事業機構 
( 如鐵路和電力公司等 ) 及私營機構擔任環
保主任、助理環境工程師、環境工程師、
環境管理人員及項目經理等職位。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分
計算。
2020/21 學年入讀三年級的學費為每
個學分港幣 3,105 元。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每
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www.cspe.edu.
hk/nmtss；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
畢業。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兼讀制：
入讀三年級：4年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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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資訊及通訊科技 (榮譽 ) 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在資訊及通訊方面的理論與科技
知識，學術實踐並重，栽培學生在軟件開發和網絡管理
成為專業人才。學生同時學習最新的遊戲軟件開發技術，
在資訊及通訊平台上培育新一代遊戲軟件專才；運用嶄
新的科技知識去締造具創意的方案、致力開發在商業及
遊戲兩者間融合的多媒體商業軟件。課程務使學生能勝
任正在急速發展的中小企業在軟件開發和網絡管理所面
對的工作需求。
畢業生可受聘為軟件設計、遊戲系统開發、網絡管理等
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才。他們可以擔任中小企業資訊
系統分析
員、軟件程式編寫員、遊戲軟件程式編寫員、網絡管理
或技術支援人員。其後可晉升為項目經理、遊戲軟件技
術總監、資訊系統管理等管理層職位。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2,530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
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
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
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電話：2176 1456
電郵：thei@vtc.edu.hk
網址：www.thei.edu.hk
網上報名方法：www.vtc.edu.
hk/admission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 (榮譽 ) 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課程專注新興的多媒體技術及其創造過程，同時顧及與
多媒體專業發展息息相關的商業及社會大趨勢，以學生
的事業發展為本，培育新一代多媒體專才，讓他們既有
豐富的科技知識，又具備藝術、設計與文化修養，同時
洞悉社會及商業形勢。
畢業生可於多媒體科技的行業擔任多媒體編程員、多媒
體設計員、遊戲設計員、使用者經驗設計師及新媒體設
計師等工作。累積經驗後，畢業生更有機會擔任項目經
理、技術總監及創意總監等管理職位。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3,035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
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
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
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測量學 ( 榮譽 ) 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Surveying

本課程旨在培訓專業測量知識和技術，專門領域涵蓋建
築技術、管理、法律和經濟，使畢業生能在規劃、發展、
設計、建造和入住管理等建築階段上，勝任專業工作。
課程著重應用實踐和工作實習，為提升畢業生的專業及
就業能力，課程設兩個專項以供選修，包括：（一）工
料測量及物業設施管理 ; （二）建築測量、產業測量與
規劃及發展。
畢業生可就業各政府部門、公用事業機構及私營機構，
擔任有關工料測量（如顧問公司、私人發展商）、物業
設施管理（如物業和屋苑管理公司）、建築測量（如屋
宇署和建築署）、產業測量（如地政署和地產物業顧問）
與規劃及發展（如規劃署和發展顧問）等專業工作。課
程亦已獲相關專業認可，詳情請參考課程網頁。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的學費水平為每學分
港幣 3035 元正；學生必須修畢 132 
學分方可以畢業。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
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
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
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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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飛機工程 ( 榮譽 ) 工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in Aircraft

課程簡介：

‧  香港民航處認可HKAR-66 Cat. B1.1 飛機維
修基本培訓課程；

‧  提供飛機工程學士學位，藉此迎合飛機工程
及維修業對高質素人力的需求；

‧  課程涵蓋六個主要領域 : 1. 飛機系統設計；
2. 飛機維修；3. 飛行力學；4. 飛機發動機；
5. 航空電子學，以及 6. 工程物料；以及

‧  100%航空業在職培訓 (最長 1,100 小時）。

就業前景：

畢業生可投身航空業、航空公司、飛機維修業、
飛機製造業及其他相關工程範疇來發展事業。他
們合符資格擔任多種職位，包括但不限於飛機維
修技術員、飛機設計和技術服務工程師、策略計
劃工程師、質量審核員、飛機物資／庫存控制
員，以及無損探測檢測員。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入讀三年級的學費為
每個學分港幣 $3,285 元。學費水
平每年均會予以檢討。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
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
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電話：2176 1456
電郵：thei@vtc.edu.hk
網址：www.thei.edu.hk
網上報名方法：www.vtc.edu.
hk/admission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HEi)

中藥藥劑學 (榮譽 ) 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Chinese Medicinal Pharmacy

課程簡介：

‧  為學生提供中藥藥劑學士學位資格，支援中
醫藥行業的人力培訓，主要任務是幫助學生
修讀中藥綜合課程，藉以應對業內既複雜又
現代化的要求；

‧  讓學生對傳統中醫藥和科學知識有紮實的理
解，並加入實務技巧和技能的培訓，好讓學
生成為專才，在中醫藥行業裏執業；以及

‧  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讓他們日後有
足夠能力勝任主管和經理級專才。

就業前景：

畢業生可在中醫藥行業裏擔任各種技術和管理工
作，包括中醫診所的中藥師、藥廠生產部或品質
控制部專業人員、中藥檢測或鑑定人員、中成藥
註冊主任等。當畢業生累積足夠的工作經驗及取
得專業資格後，可晉升至管理層。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的學
分計算。
2020/21 學年入讀三年級的學費為
每個學分港幣 3,285 元。學費水平
每年均會予以檢討。
修讀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的同學
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32,100 學費資
助 *
*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計劃之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全日制：
入讀三年級：2 年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Edith Cowan University

澳洲伊迪斯科文大學

Bachelor of Science (Cyber Security)

網絡安全理學士

學位由伊迪斯科文大學頒授。課程旨在為學生提
供實踐和理論兼備的電腦安全知識，包括網絡安
全和安全漏洞評估、保安、電腦鑑證、無線設備
安全和數據庫安全。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 1 後可於最快 2年內完
成課程
整個課程學費 : 
修讀 2年課程費用 :
$125,000
修讀 3年課程費用 :
$180,000
1  副學士生 / 高級文憑畢業生可獲學分豁
免 ( 按個別情況而定 )
*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ENLS)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75 5781
網址：http://hkuspace.hku.hk/
ic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UK

BA (Hons) Computing

(Reg no.: 252333)*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畢業證書。

12-16 個月 全日制 / 兼讀制
$57,750
( 全日制分 2 期繳交 / 兼讀制分 3 
期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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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學位

海外
升學

副學位

銜接
學位

學位

多元升學展

6月20日 (六)6月20日 (六)

九龍塘達之路78號

生產力大樓4樓會議廳

上午11時至 下午5時上午11時至 下午5時

即場查詢

報名及收生日期改動★

疫情下本地及海外升學策略★

查詢電話：3181 3322JobMarket 求職廣場 www.eduplus.hk/degree12預先登記及詳情：

凡未有配戴口罩、提交健康申報表及通過體溫檢測
之參加者，將不得進入會場。大會將因應現場情況
實施人流管制措施。 (詳情請參閱活動網頁)

林偉漢 先生
突破機構
人才資源及外事主管

黃民信 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就業網絡青年工作幹事

葉偉民 先生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幹事及匯知中學助理校長

講座講者：

 免費入場

升學　DSE 網上教育博覽2020
6月16至17日 (星期二及三)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實時互動展覽期為6月16至17日，參展教育資訊及嘉賓講座內容將延續開放至7月17日

客户服務 

本地升學 升學專家講座海外升學

立即登記 : 電話 3181 3322 電郵 enquiry@eduplus.hk

同場舉辦 「穩」工求勝網上招聘會

吳寶城先生
學友社 
學生輔導顧問

崔日雄博士
職道生涯規劃輔導協會
總監

葉偉民先生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幹事及匯知中學助理校長

陳筱芬教育博士
 《打開優質寄宿中學之門》
作者及出版人
求職廣場出版人及行政總裁

講座講者

線上首播重量級教育專家分享本地及
海外升學資訊講座

學生及家長可透過多個虛擬展位即時獲取升學資訊、
與升學顧問及教育學院代表進行互動 Live-chat

簡化流程  隨時隨地透過電腦、智能手機及
平板電腦獲取即時資訊

參展機構即時免費提供升學諮詢服務

送送

首200名登記人士
將獲得 Jeunesse
口罩儲存夾乙個！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工程 / 資訊科技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C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Sc (Hons) Quantity Surveying

工料測量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Reg no.: 252322)

課程與英國大學本部課程擁有相等資格。畢業生將
獲頒發英國伯明罕城市大學學士學位畢業證書。課
程獲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 RICS ) ， 英國皇家特
許建造學會 (CIOB), 英國特許屋宇工程師學會
(CABE) 等認證。多年來畢業同學都參加了香港測
量師學會 (HKIS) 的 APC 及簽簿 (LogBook)。

15 個月兼讀制
收生學期 (1 月 , 5 月 , 8 月 )
$72,000 ( 分 3 期繳交 )

香港持續專業教育培訓中心
(CPE)
電話：2512 6303
網址：www.cpegrouphk.com
www.cpegrouphk.com/index.
php/student-profile

C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Sc (Hons) Building Surveying

建築測量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Reg no.: 252323)

C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Sc (Hon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建築管理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Reg no.: 252321)

C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Sc (Hons) Real Estate

產業測量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Reg no.: 252324)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UK

MSc Civil Engineering

(Reg no.: 252609)*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畢業證書。 24 個月兼讀制
$92,400 ( 分 6 期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UK

BSc (Hons) Civil Engineering (Reg 

no.: 252012)*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畢業證書。
課程獲HKIIE、HKICW、CABE認可。

16 個月兼讀制
$75,000 ( 分 4 期繳交 )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K

MSc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Reg no.: 252849)*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中央蘭開夏大學畢業證書。
課程獲 CIOB 認可。

24 個月兼讀制
$92,400 ( 分 4 期繳交 )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K

BSc (Hon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Reg no.: 251152)*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中央蘭開夏大學畢業證書。
課程獲 RICS、CIOB、CABE、HKIIE、HKICW、
HKICM認可。

最快 15 個月兼讀制
$72,000 ( 分 4 期繳交 )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K

BSc (Hons) in Facilities Management 

(Reg no.: 250793)*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中央蘭開夏大學畢業證書。
課程獲 RICS、CIOB、CABE、HKIIE、HKICW、
HKCPM認可。

最快 15 個月兼讀制
$72,000 ( 分 4 期繳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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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iM is private and international boarding & day school on a 50-acre 
site at Bandar Enstek, South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
ECiM 位置在馬來西亞吉隆坡 (距離機場15公里) 分校於2014年9月已經開幕，
佔地50英畝，秉承英式傳統教學。

iGNITE YOUR
 EDUCATION  TALENT  FUTURE

@Study Pathways to Academic Excellence
Discover Linking Learning

(852) 2520 5263

(852) 2520 5503

(852) 9305 6829

DeltaEdu148

DeltaEdu
Email: deltapc@hkstar.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成功進入自己心儀大學，包括 : -

UK  Cambridge, Imperial, UCL,  LSE, King’s, Warwick, Bath, Bristol, Southampton, Nottingham, Manchester, Kent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Toronto
Australia Monash
USA Washington, Illinois, Austin, San Diego,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 Design, UC Berkeley
Others U. of Amsterdam, U.College Dublin,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Ireland

FOUNDED
IN 1855

EPSOM College UK 是一所擁有165年歷史的純正英式寄宿學校，與英國皇室 
(維多利亞女王和伊麗莎白二世) 關係密切。2014年，為了讓更多亞洲學生能
享受到英式教育，“EPSOMCol legeUK”從英國“飛”到了馬來西亞
“EPSOMCOLLEGEINMALAYSIA”。

EPSOM College in Malaysia (ECiM)
愛 普 森 學 院

EPSOM College UK was established by Dr. John 
Propert as a school to educate the sons of doctors 
& h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as the patron.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工程 / 資訊科技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CityU SCOPE 及 Coventry University

BSc (H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Business

課程涵蓋商業，管理及資訊科技的各個不
同範疇，使學生涉獵多方面知識。歡迎修
讀商業資訊科技，程式編寫，系統分析及
設計相關學科的畢業生報讀。

1年全日制
$119,700
*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只適用
於全日制學生 )、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5801
網址：www.cityu.edu.hk/ce/
bscitb

CityU SCOPE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BEng (Hons) Fire Engineering

課程涵蓋與消防工程及消防安全相關的專
業知識，旨在為同學提供完善和有系統的
升學階梯。同學畢業後可修讀消防安全工
程學理學碩士學位，獲取認可為達到
(HKIE) 消防工程界別會員 (MHKIE) 及英
國特許工程師 (CEng) 的學歷資格。

2-3 年兼讀制
$119,700 (180 學分 )
$152,950 (230 學分 )
$239,400 (360 學分 )
* 合資格的 IFE會員可獲額外5%的折扣
*  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入息
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5487
網址：www.cityu.edu.hk/ce/
fire

CityU SCOPE 及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Foundation Degree of Science (FDS) Fire 

Safety Engineering

課程涵蓋與消防安全相關的專業知識，完
成課程後合資格的同學能獲得認可為達到
IFE 的 MIFireE 學歷資格，為繼續升學奠
下基礎。

2年兼讀制
$109,920
* 合資格的 IFE會員可獲額外5%的折扣
*  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入息
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5804
網址：www.cityu.edu.hk/ce/
fire

CityU SCOPE 及 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

BSc (Hon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課程獲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RICS)、英
國皇家特許建造學會 (CIOB) 及 Quantity 
Surveyors International (QSi) 認可，並由
英國講師親自授課及本地導師負責導修。

2年兼讀制
$119,700(180 學分 )
*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5807
網址：www.cityu.edu.hk/ce/
bsccm

CityU SCOPE 及 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

BSc (Hons) Quantity Surveying

課程獲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RICS)、英
國皇家特許建造學會 (CIOB) 及 Quantity 
Surveyors International (QSi) 認可，並由
英國講師親自授課及本地導師負責導修。

2年兼讀制
$119,700(180 學分 )
*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5807
網址：www.cityu.edu.hk/ce/
bscqs

CityU SCOPE 及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BSc (Hons)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Computing Science 

課程涵蓋電算科學，商業資訊科技兩個範
疇的知識，以鞏固學員在相關專業知識上
的技能。歡迎修讀相關學科的畢業生或在
職人士報讀。每個課程包括 9個必修科及
1個 Project，由本地導師任教兼讀制：
課程逐科修讀，每星期一節面授課堂或導
修堂。

2年兼讀制
$119,700
*  可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 (CEF) 或免
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42 5812
網址：www.cityu.edu.hk/ce/
csbit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UK

MSc Advance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Reg no.: 252929)*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畢業證
書。
課程助你成為特許工程師

21 個月兼讀制
$92,400 ( 分 5 期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BEng (Hons)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Reg no.: 251350)*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新特蘭大學畢業證書。
課程獲 HKIIE、SOE,UK、InstMC,UK 認可。

18 個月兼讀制
$78,000 ( 分 4 期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及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BEng (Hon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Reg no.: 252537)*

畢業生將獲頒英國新特蘭大學畢業證書。
課程獲 SOE,UK、InstMC,UK 認可。

18 個月兼讀制
$78,000 ( 分 4 期繳交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港專 )
電話：2276 8514
網址：www.hkct.edu.hk/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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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管理榮譽學士課程（全日制）

心理學榮譽學士課程（全日制）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全日制）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全日制）

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全日制/兼讀制）

心理及輔導學高級文憑課程（全日制/兼讀制）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全日制/兼讀制）

大學基礎文憑課程（全日制）

宏恩基督教學院

#iAMgratian

電話 /      WhatsApp：5804 4140

電郵：college@gratia.edu.hk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5號
        （港鐵石硤尾站C出口）
網站：www.gcc.edu.hk

2020年6月12日至13日期間，於宏恩網上入學申請
系統報讀課程，成功遞交申請，可獲豁免報名費。
網上入學申請系統：www.gcc.edu.hk/appForm

查詢電話：5804 4144

查詢電郵：dco@gratia.edu.hk

接受一年級及三年級入學申請

入學申請

9月開課 現正接受報名

課程報名日課程報名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