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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深造增值從容不迫
想深造增值，但面對五花八門的課程不知從何入手？請參加1月14日
（星期六）上午11時至下午4時由A-Performers.com假香港康得思酒店（原
稱香港朗豪酒店）8樓上海廳舉辦的「碩士及行政人員教育展」，匯聚多家參
展機構，即場提供各種適合專業及行政人士深造的課程資訊，以及由專家主
持職場講座。讀者亦可先看看我們今期搜羅的深造課程資訊，以供參考。

MBA/EMBA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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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

連續5年亞洲排名第1位(Economist
排名31, 2016) 及金融時報排名全球
43位 (Financial Times, 2016)。

14個月 全日制
2-4年 兼讀制

全日制
$525,000
兼讀制
$378,000

香港中文大學 MBA

提供主修課程，包括金融財務、市
場 學、中國營商及創業概念，教學
內容特別強調中國與全球化的相互
發展，更與美國、加拿大、歐洲、
澳洲及亞洲的著名學府合辦學生交
流計劃。

12-16個月全日制
(視乎是否參與暑期
實習或學生交流計
劃)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525,300
(共54學分)
兼讀制
$385,000
(共48學分)

香港中文大學
查詢電話：3943 7782
電郵：cumba@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mba

香港科技大學 MBA

2016《金融時報》全球排名第49位

12或16個月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585,000
兼讀制學費
$432,000

香港科技大學
查詢電話：2358 7539
網址：www.mba.ust.hk

香港理工大學 MBA

課程結合前沿理論和實踐經驗，提
供優質工商管理教育，並按時代
需要革新內容，加入『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企業道
德、企業社會責任』等必修科目，
以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此外，課
程新設三大選修類別，科目種類十
分多元化。

2年 兼讀制

$230,100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查詢電話：2766 7047
網址：www.fb.polyu.edu.hk/r/mba

香港城市大學 MBA

設有企業導師計劃、企業諮詢實踐
及 商界精英講座，培養學員的國際
化視 野、商業化思維、社會責任感
與卓越競爭力兼備的商界精英，幫
助學員在未來的商業競爭中應對挑
戰、攫取機 會、成就理想。

最少修讀40個學分
如主修會計/金融/
市 場行銷/供應鏈管
理， 最少修讀50個
學分 完成整個課程
一般為 一至兩年半

每學分為
$6,580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
查詢電話：3442 5909
網址：www.cb.cityu.edu.hk/mba

澳洲聯邦大學 MBA

課程設計針對提升商業管理知識，
並透過過程擴大社交網絡。課程於
《The Good Universities Guide》
2009 至2015年連續6年於教學質
素上均取得 最高5星評級。此外，
課程已獲 AIM、 AMI及AHRI認
證，對課程的質素而言， 具有相當
的肯定性。

16個月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澳洲聯邦大學香港區辦事處
查詢電話：2314 9222
網址：www.sino.edu.hk/MBA

University of Warwick MBA
(Distance Learning)

需修讀7核心科目，包括會計及金融
管理、經濟、市場分析等，另加6科
選修科目。

3年 遙距課程

首年學費 英
磅 $35,650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HK Office)
查詢電話：2525 4604
網址：www.warwick.com.hk /
www.warwickmba.com

香港大學
MBA Programme Office
查詢電話：3962 1267
電郵：mbaadmissions@hku.hk
網址：www.mba.hku.hk

(資料以院校最後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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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EMBA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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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olulu University MBA

美國HonoluluUniversity創立於1986
年，課程備受州長及市長等美國政要
推崇，加上分校遍布新加坡、越南、
日本及中國等，足見校譽優良，是最
理想的學位頒授院校，亦是人力資源
市場上的見工裝備

1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詢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查詢電話：3111 7111
網址：www.honolulu-university.hk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MBA

創立於1923年，1980年成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財政部直屬重點大學。現居全
國財經院校前三位，譽為「經濟管理
類人才培養搖籃」。學術地位崇高，
學位國際承認。彈性在職學習。免費
入學考前輔導。

2-4年 兼讀制

人民幣88,000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查詢電話 : 2774 8565
網址：www.hkma.org.hk/jufe/mbaj

Macquarie Graduate School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Australia, SydneyMBA

全球Top100商學院MBA，在港開
辦逾20年，課程共16科，全部由
MGSM教授來港面授，政府資助
HK$10,000。

2.5年 兼讀制

$344,000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查詢電話：2774 8585
網址：http://hkma.org.hk/mgsm

Glyndwr University, Unitied
Kingdom MBA

格林多大學在2015英國《衞報》的英
國大學排名中，位列威爾斯首三名。
課程主要以作業和案例評核，達至理
論與實務融會貫通；可選擇以中文或
英文考核。其學術水平和認可性與英
國本土課程相同，獲國際承認；同時
加入本地化元素。

18個月 兼讀制

$105,500
(英文班)
$105,500
(中文班)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查詢電話：2774 8537
網址：www.hkma.org.hk

上海復旦大學 - 中國
中文工商管理碩士專案

課程於2015年英國《金融時報》
MBA排名列全球第55位、中國內地
大學商學院第1名，連續三年穩居
MBA全球百強。復旦MBA項目設立
超過20年，從歐美先進管理理論作
起點，兼容東方文化管理實踐，研
究本地個案，緊貼內地發展情況，
以培養既具國際視野，又深諳中國
國情的管理精英。

2.5年 兼讀制

待定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Global MBA

榮獲AACSB、AMBA及EQUIS認
證。學歷與英國全日制MBA等同，
國際認可，並由英國及國際認可講
師親赴香港面授。課程富彈性，學
員可選擇每學期修讀學科的數目及
上課地點。**每年1月及7月入學**

2.5 - 4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
查詢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查詢電話：2588 5013
電郵：MBA@mbs.edu.hk
網址：www.mbs.edu.hk/Manchester_
MBA

The University of Iowa
- Tippie School of
Management IMBA

全美排名21(USNews& World
Report)，全球50所頂尖商學院之一
(Business Week)。榮獲AACSB認
證。

15個月 兼讀制

請向院校
查詢

China Education Group
查詢電話：2527 7999
網址：www.uiowa.edu.hk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MBA

課程獲AMBA國際認可及配合彈性
學習模式

2年 遙距課程

英鎊12,413

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MBA

榮獲美國商學院最高榮譽AACSB認
證，Princeton Review評為全球頂尖
300商學院，畢業生應考CPA或CFA
是平均考格率的3倍，是美國中西部
的一級大學。本校教授為多所跨國企
業顧問及商學書籍作者，學術質素極
佳。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及持
續進修基金。

18個月 兼讀制

請向院校
查詢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查詢電話 : 2774 8594
網址：www.hkma.org.hk/fmba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查詢電話：3761 1121
電郵 : leicester@hkuspace.hku.hk
網址：hkuspace.hku.hk/leicesteru

Hopkins Training & Education Group
查詢電話：2877 9938
網址：www.hopkins.edu.hk

(資料以院校最後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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