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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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 - 
MA in 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

課程包括9個必修科及1個選修科。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5,050 

(共30學分)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學系 
查詢電話：3442 7892 
網址：www.sgs.cityu.edu.hk/ 
programme/P07

香港城市大學 - 
MSc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課程包括8個必修科及2個選修科。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4,880

(共30學分)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學系 
查詢電話：3442 7892 
網址：www.sgs.cityu.edu.hk/ 
programme/P19

香港城市大學 - 
MA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Business

教授一整套數量分析方法，包括資
料 開採、市場行銷研究、財經模型
與風 險管理等科目。

1-2 年
每學分 
$4,540

(共30學分)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系 
查詢電話：3442 8645 
網址：www.cb.cityu.edu.hk/ms/
maqab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Global 
Operations

課程著重實用性，包括商業個案分 
析，專題研習及實習，增加內地，
香 港及亞洲事業發展機會。

1年 全日制 $220,000
香港科大商學院 
查詢電話：2358 6404 
網址：www.msgo.ust.hk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本課程適合擁有與商業領域相關本
科學位 的畢業生就讀。畢業生將獲
雙重學歷，並 可加入環球校友網
絡，保證可以到亞洲， 美洲或歐洲
作學術交流。

1年 全日制 $288,000
香港科大商學院 
查詢電話：2358 6404 
網址：www.hkustmimt.ust.hk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Investment 
Management 
(Full-time)

一 年 全 日 制 碩 士 學 位 ， 集 中 
培訓學員風險管理和資產管理知識 1-1.5年 全日制 $350,000

香港科大商學院 投資管理學理學碩士
(全日制) 課程 
查詢電話：2358 6404 
網址：www.mscim.ust.hk

香港浸會大學 - 
MSc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irectorship

涵蓋現今公司管治的最新理論，提
供 實用知識和靈活技巧，讓企業董
事等 商界領袖提升企業治理質素，
亦協助 畢業生晉身有關的專業。

1年 全日制 
18個月 兼讀制 $134,640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查詢電話：3411 5281 
電郵：msccg@hkbu.edu.hk 
網址：www.hkbu.edu.hk/~cgd

香港浸會大學 - 
MSc in Applied 
Economics

課程揉合高階經濟理論和應用經濟
分 析，為學員締造均衡培訓的機
會。

1年 全日制 $158,400
香港浸會大學 
查詢電話：3411 2175
電郵：mscaecon@hkbu.edu.hk 
網址：www.hkbu.edu.hk/~mscaecon

香港浸會大學 - 
MSc in 
Business 
Management

課程特別為有志於商界發展的本科
畢業 生及工作經驗較少的人士而
設，旨在提 升學員在商業及管理的
知識和技巧。

1年 全日制 兼讀制 $218,000
香港浸會大學 
查詢電話：3411 5357 
網址：mscbm.hkbu.edu.hk

香港理工大學
高級管理人員數碼科技領
袖碩士
Executive Master in 
Digital Leadership

課程架構以跨學科及多維思考角度
設計，匯聚理大電子計算學系（主
辦學系）、設計學院、工商管理學
院之學術及業界精英，適合各行業
的高級決策人員，或與科技關係緊
密的專才報讀。透過課程，學員將
貫通理念知識，融會於實戰經驗，
提升高端行政管理及領導技巧，令
事業更上一層樓。

2年 兼讀制 $240,600 
(分3期繳付)

香港理工大學高級管理深造學院
查詢電話：(852) 3400 8477胡小姐
電郵：candy.wy.wo@polyu.edu.hk
網址：www.polyu.edu.hk/iaee/emdl

香港理工大學 - 
MSc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知識管理碩士

適合從事資訊科 技、人力資源管
理、科技管理，項目 管理等人士修
讀。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3,000

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 
查詢電話：2766 4227 / 2766 4118 
網址：www.ise.polyu.edu.hk/km/

香港理工大學 - 
MSc in China 
Business Studies

提供中國商貿和實踐業務的知識，
分析中國政府政策和法規，從多角
度了解中國營商之道。

1年 全日制
$210,600 
(本地生) 
$257,400 
 (非本地生)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查詢電話：3400 2583 
網址： www.fb.polyu.edu.hk/r/cbs

香港理工大學 - 
MSc in Business 
Management

課程涵蓋行政人員必備的管理
知識。 學員將遠赴斯洛文尼亞
University of Ljubljana修讀夏季課
程，並於一年內完成碩士課程。

1年 全日制

$183,600 
(本地生)

(須另繳付夏
季課程學費) 
$230,400 
(非本地生)
(須另繳付夏
季課程學費)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查詢電話：3400 3375 
網址：www.fb.polyu.edu.hk/r/bm

香港理工大學 - 
MSc in China 
Business Studies

提供中國商貿和實踐業務的知識，
分 析中國政府政策和法規，以了解 
對業 務的影響。

1年 全日制 $210,600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查詢電話：3400 2583 / 2766 7142 
網址：www.polyu.edu.hk/fb/rpss/cbs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PgD in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課程包括2個必修單元及4個選修單 
元，共6個單元。 1年 兼讀制

每單元 
$6,800 - 
$8,960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查詢電話：2867 8391 
網址：hkuspace.hku.hk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Dublin - 
MSc in Management

課 程 在 港 開 辨 1 7 年 ， 由 歐
洲 首 屈 一 指 的 大 學 開 辦 ，
其 商 學 院 於 全 球 排 名 第 
31位(經濟學人2010)，榮獲AACSB, 
AMBA & EQUIS 三大國際認證。

18個月 兼讀制 $99,200
Kaplan Higher Education 
查詢電話：2836 0332 
網址：www.kapla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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