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eaturePAGE 38>
今期熱話

 (資料以院校最後公布為準)

院校 及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 內容 修讀年期 / 學制 學費 查詢方法

香港大學 - 
MSc (Eng)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課程內容涵蓋各科之最新發展，並提
供整體設計概念，裝備學員掌握及分
析現代建築設備工程。

1-2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查詢電話：2859 2630 
網址：engg.hku.hk/faculty_msc/
course_selection.htm

香港大學 - 
MSc (Eng)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課程包括八個學科及一個畢業論
文；內容涵蓋基礎工程、滑坡防
治、岩石力學、土力學、隧道工
程、工程地質學等。

1-2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查詢電話：2241 5532 
網址：www.hku.hk/civil/h2b.htm

香港大學 - 
MSc(Eng)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Management

課程包括八個學科及一個畢業論
文；內容涵蓋工程項目及財務管
理、建築規劃、合約與法律、糾紛
調解等。

1-2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查詢電話：2241 5532 
網址：www.hku.hk/civil/h2c.htm

香港大學 - 
MSc(Eng)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課程包括八個學科及一個畢業論
文；內容涵蓋高層建築與橋樑、風
工程、抗震工程、鋼筋混凝土與鋼
結構等。

1-2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查詢電話：2241 5532 
網址：www.hku.hk/civil/h2d.htm

香港大學 - 
MSc(Eng)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包括八個學科及一個畢業文；內容
涵蓋高層建築與橋樑、抗震工程、
鋼筋混凝土與鋼結構等。

1-2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查詢電話：2241 5532 
網址：www.hku.hk/civil/h2d.htm

香港大學 - 
MSc (Eng) in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課程包括八個學科及一個畢業論
文；內容涵蓋交通工程、交通管理
與監控、基建規劃、運輸與物流
等。

1-2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查詢電話：2241 5532 
網址：www.hku.hk/civil/h2e.htm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Intelligent 
Building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提高建築物裝備的知識和能力，幫
助他們應對複雜的涉及多學科的建
築問題。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140,000 
兼讀制

$120,000

香港科技大學理學碩士 (智能建築物技
術與管理)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2358 8987
網址：www.seng.ust.hk/msc/ibtm

香港中文大學 - 
MSc in Management 
of Real Estate and 
Hospitality

課程旨在提供世界一流的全球酒店
和房地產的前沿知識。 1-2年 全日制 $190,000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酒店及旅遊管理 
學院酒店旅遊及房地產管理理學碩士 
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3943 8798 
電郵：shtmmsc@baf.cuhk.edu.hk 
網址：www.bschool.cuhk.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 
建築及房地產學理學
碩士學位/深造文憑 
(CRE)

此碩士課程已獲英國皇家特許測量
師學會(RICS)認可。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3,500

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 
查詢電話：2766 7770
電郵：bsgracie@polyu.edu.hk
網址：http://www.polyu.edu.hk/study

香港理工大學 - 
建築法及爭議解決學
理學碩士學位/深造文憑
(CLDR)

本碩士課程畢業生可成為香港仲裁
司學會的會員(AHKIArb)及本碩士
課程已獲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RICS)認可。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3,500

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 
查詢電話：2766 5800
電郵：bsconnie@polyu.edu.hk
網址：http://www.polyu.edu.hk/study

香港理工大學 - 
項目管理理學碩士學位/
深造文憑 (PM)

本碩士課程已獲英國特許建造師學
會(CIOB)、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學會(RICS)及香港項目管理學會
(HKIPM)認可。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3,500

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 
查詢電話：3400 8122 (黃小姐)
電郵：bssywong@polyu.edu.hk
網址：http://www.polyu.edu.hk/study

The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UK -
MSc in Facilities 
Management

課程包括6個學科及畢業論文(佔2個
學科)。 2年 兼讀制

每科英鎊
1,119
(共8科)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查詢電話：2508 8869 
網址：hkuspace.hku.hk/prog/msc-in- 
facilities-management

The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UK - 
MSc in Real Estate

課程包括6個學科及畢業論文(佔2個
學科)。 2年 兼讀制

每科英鎊
1,119
(共8科)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查詢電話：2508 8869 
網址：hkuspace.hku.hk/prog/msc-in- 
real-estate

Royal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英國皇家農業大學 -
MSc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國際地產碩士

課程案例分析教學，考核形式以報
告及口試完成，教授均來自英國並
有熟悉香港和國際地產市場管理運
作的經驗，報讀此課程不授任何專
業學科限制。最重要是為有意加入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MRICS)
的人士提供專業的訓練。

13個月 請向院校查
詢

英國皇家農業大學 
查詢電話：2334 8282 
網址：www.hkaom.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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