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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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U-SPEED Award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Applied and Media Arts

課程包括 10 個必修科、6 個選修科
及最少 3 個大學核心學科，合共最
少 60 個學分。全日制學生另須完成
300 小時的實習工作。

2 年全日制
4 年兼讀制
每學分 $2,330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00 2828
網址：www.speed-polyu.edu.hk

PolyU-SPEED Award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Bilingual Studies

課程包括 9 個必修科、8 個選修科
及最少 3 個大學核心學科，合共最
少 60 個學分。學生另須完成 300 小
時的實習工作。

2 年全日制
每學分 $2,330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00 2828
網址：www.speed-polyu.edu.hk

PolyU-SPEED Award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課程包括 12 個必修科、5 個選修科
及最少 3 個大學核心學科，合共最
少 60 個學分。學生另須完成 300 小
時的實習工作。

2 年全日制
每學分 $2,330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00 2828
網址：www.speed-polyu.edu.hk

PolyU-SPEED Award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Scheme in Applied
Sciences

組合課程包括三個範疇：資訊系統
及網絡科技、健康學、统計及數據
科學，各範疇學生須修讀最少 60 個
學分 ( 當中包括最少 3 個大學核心
學科，共 9 個學分 )。學生另須完成
300 小時的實習工作。

2 年全日制
每學分 $2,330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00 2828
網址：www.speed-polyu.edu.hk

PolyU-SPEED Award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ours) Scheme

組合課程包括三個範疇：心理學、公
共行政、一般社會科學，各範疇學生
須修讀最少 60 個學分 ( 當中包括最
少 3 個大學核心學科，共 9 個學分 )。
學生另須完成 300 小時的實習工作。

2 年全日制
每學分 $2,330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00 2828
網址：www.speed-polyu.edu.hk

PolyU Award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English for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課程包括 11 個必修科、8 個選修科
及最少 3 個大學核心學科，合共最
少 66 個學分。

4 年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詢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00 2866
網址：www.speed-polyu.edu.hk

PolyU Award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Social Work

課程包括 15 個必修科、2 個選修科
及最少 3 個大學核心學科，合共最少
67 個學分。學生另須完成工作坊及
400 小時實習工作 (6 個實習學分 )。

4 年兼讀制
每學分 $2,700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00 2828
網址：www.speed-polyu.edu.hk

PolyU-SPEED Award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Housing Management

課程包括 13 個必修科、4 個選修科
及最少 3 個大學核心學科，合共最
少 60 個學分。學生另須完成 300 小
時的實習工作。

2 年全日制
每學分 $2,330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400 2828
網址：www.speed-polyu.edu.hk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洲大學
Bachelor of Arts (Asian
Studies) - Japanese
Language Pathway
文學士 ( 亞洲研究 ) - 日語

學位由西澳洲大學頒授。西澳洲大
學於 2015/16 年度 QS 世界大學排
名中名列第 98 位，與 HKU 並列於
世界排名首 100 位。課程由日、韓
籍導師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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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 年內完成
課程
每學期學費 : $35,000
( 共 4 個學期 )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10 7607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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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洲大學
Bachelor of Arts (Asian
Studies) - Korean Language
Pathway
文學士 ( 亞洲研究 ) - 韓語

學位由西澳洲大學頒授。西澳洲大
學於 2015/16 年度 QS 世界大學排
名中名列第 98 位，與 HKU 並列於
世界排名首 100 位。課程由日、韓
籍導師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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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洲大學
Bachelor of Art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Language Studies
Pathway
文學士 ( 傳播與媒體 ) 語言研究

學位由西澳洲大學頒授。西澳洲大學
於 2015/16 年度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
名列第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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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洲大學
Bachelor of Art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 Communication
Studies Pathway
文學士 ( 傳播與媒體 ) - 傳播學

學位由西澳洲大學頒授。西澳洲大學
於 2015/16 年度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
名列第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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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愛丁堡龍比亞大學
BA Communication,
Advertising & Public Relations
傳播、廣告及公關文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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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畢業生在畢業後三個月內已獲
聘或繼續升學 ( 英國高等教育統計
局 2013)。在公關及相關範疇中，
愛 丁 堡 龍 比 亞 大 學 2016 年 The
Guardian，排名全國第 14 位。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Middlesex University London
倫敦密德薩斯大學
BA (Hons)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媒體及文化研究 ( 榮譽 ) 文學士

學位由倫敦密德薩斯大學頒授。深
入了解媒體及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
課程由來自本地及國際著名新聞學
院的教授審批及評核，具質素保證。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Middlesex University London
倫敦密德薩斯大學
BA (Hons) Journalism and
Media
新聞及媒體 ( 榮譽 ) 文學士

學位由倫敦密德薩斯大學頒授。課
程由來自本地及國際著名新聞學院
的教授審批及評核，具質素保證。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 年內完成
課程
每學期學費 : $35,000
( 共 4 個學期 )

查詢方法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10 7607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設有獎學金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 年內完成
課程
每學期學費 : $35,000
( 共 4 個學期 )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10 7607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設有獎學金

全日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 年內完成
課程
每學期學費 : $35,000
( 共 4 個學期 )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910 7607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設有獎學金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0 個月內
完成課程
每學期學費 : $39,750
( 共 2 個學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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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獎學金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 個月內
完成課程
每單元學費 : $16,500
( 共 8 個單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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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獎學金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 個月內
完成課程
每單元學費 : $16,500
( 共 8 個單元 )
設有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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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Middlesex University London
倫敦密德薩斯大學
BA (Hons) Publishing and
Digital Culture
出版及數碼文化 ( 榮譽 ) 文學士

學位由倫敦密德薩斯大學頒授。課程
提供實習機會，如出版社、雜誌社、
電子傳媒。課程不時邀請出版業界的
專才為學生提供講座，讓學生在理論
層面的分析以外，對出版工作及行業
的發展趨勢有透徹的了解。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 個月內
完成課程
每單元學費 : $16,500
( 共 8 個單元 )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西英格蘭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Medi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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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The Guardian，排名全國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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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Hull
英國赫爾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犯罪學及社會學 ( 榮譽 ) 文學士
資歷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4/003413/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19

學位由赫爾大學頒授。演講課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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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參觀活動；學生可選擇到英國本
部校園完成第三年課程。

查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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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獎學金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18 個月內
完成課程
每學期學費 : $ 32,000
( 共 4 個學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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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獎學金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 年內完成
課程
每年學費 :
$33,480 ( 繳交 HKU SPACE)
GBP2,790 ( 繳交赫爾大學 )
( 共 2 年，分 4 期繳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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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獎學金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評審局批准成為
「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Hull
英國赫爾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Sociology
社會學 ( 榮譽 ) 文學士
資歷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4/003414/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19

學位由赫爾大學頒授。教學理論附
以不同個案研究讓學生更容易理解。
演講課堂由英國教授赴港親自教授，
學習海外個案，增強應用技巧。提
供廣泛的參觀活動。學生可選擇到
英國本部校園完成第三年課程。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 年內完成
課程
每年學費 :
$33,480 ( 繳交 HKU SPACE)
GBP2,790 ( 繳交赫爾大學 )
( 共 2 年，分 4 期繳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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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獎學金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評審局批准成為
「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The University of Hull
赫爾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riminology
犯罪學 ( 榮譽 ) 文學士
資歷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4/003411/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19

學位由赫爾大學頒授。演講課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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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參觀活動；學生可選擇到英國本
部校園完成第三年課程。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評審局批准成為
「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 年內完成
課程
每年學費 :
$34,480 ( 繳交 HKU SPACE)
GBP2,790 ( 繳交赫爾大學 )
( 共 2 年，分 4 期繳交 )
設有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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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The University of Hull
赫爾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riminology with Psychology
犯罪學暨心理學 ( 榮譽 ) 文學
士
資歷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4/003412/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19

課程特色

學位由赫爾大學頒授。演講課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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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參觀活動。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全日制
獲學分豁免後可於 2 年內完成
課程
每年學費 :
$34,480 ( 繳交 HKU SPACE)
GBP2,790 ( 繳交赫爾大學 )
( 共 2 年，分 4 期繳交 )

查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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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獎學金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評審局批准成為
「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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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歷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5/002428/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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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50
( 分 3 期繳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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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50
( 分 3 期繳交 )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587 3153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設有獎學金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評審局批准成為
「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及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英國紐卡素諾森比亞大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Sport Development with
Coaching
體育發展與訓練 ( 榮譽 ) 文學
士
資歷級別 : 5
登記號碼 : 15/002427/L5
有效期 : 01/09/2015 至
31/08/2019
*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評審局批准成為
「已經評審之專上學院課程」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設有獎學金

HKU SPACE 國際學院 (IC)
電話：2587 3153
網址：http://hkuspace.hku.hk/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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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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C SHAPE 及 中國藥科大學
中藥學專業理學學士學位銜接
課程
(Reg. No. : 231191) #

所有科目均由中國藥科大學教授或
講師任教，並以普通話授課。為期
兩星期的專題實習將在南京的中國
藥科大學進行

2 年兼讀制
$8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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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C SHAPE 及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BSc (Hon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 No. : 252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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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7 個必
修科

1 年全日制 或 2 年兼讀制
$76,500

VTC SHAPE 及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BSc (Hons)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Reg. No. : 251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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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8 個必
修科

1 年全日制
$76,500

VTC SHA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Sc (Hons) Fine Art
(Reg. No. : 252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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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3 個必
修科

1 年全日制
$85,200

VTC SHA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A (Hons) Interior Design
(Reg. No. : 251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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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合資格畢業生在
取得相關工作經驗後，可申請成為
特許設計師協會 (CSD)、香港室內
設計協會 (HKIDA) 及英國室內設計
師協會 (SBID) 的會員

VTC SHA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A (Hon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g. No. : 2525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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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5 個必
修科

VTC SHA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A (Hons) Product Design
(Reg. No. : 251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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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合資格畢業生可
申請成為特許設計師協會 (CSD) 會
員

VTC SHA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Film &
Animation)
(Reg. No. : 251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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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3 個必
修科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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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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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1 年全日制
$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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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全日制
$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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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全日制
$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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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全日制
$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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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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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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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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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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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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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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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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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C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 (SHAPE)
電話：2595 2771
網址：www.shap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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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VTC SHA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Graphic Communication)
(Reg. No. : 251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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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3 個必
修科

1 年全日制
$85,200

VTC SHA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Illustration)
(Reg. No. : 252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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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3 個必
修科

1 年全日制
$85,200

VTC SHAPE 及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Photography)
(Reg. No. : 252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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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3 個必
修科

1 年全日制
$85,200

VTC SHAPE 及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BA (Hons) Fashion Design
(Reg. No. : 251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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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

VTC SHAPE 及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BA (Hons) International
Fashion Business
(Reg. No. : 251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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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3 個必
修科及 1 個 Project

1 年全日制
$8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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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3 個必
修科

1 年全日制 或 18 個月兼讀制
$7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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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

1 年全日制
$8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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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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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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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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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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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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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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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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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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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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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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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2 個必
修科及 1 篇畢業論文

1 年全日制或 18 個月兼讀制
$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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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本
地大學學位資歷。課程包括 4 個必
修科

1 年全日制
$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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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 學年學費為每學分
$2,160 至 $2,810，以供參考。
2017/18 學年的學費稍後會於
入學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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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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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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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 學年學費為每學分
$2,160 至 $2,810，以供參考。
2017/18 學年的學費稍後會於
入學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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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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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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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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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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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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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C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 (SHAPE)
電話：2595 2771
網址：www.shap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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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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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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學年學費為每學分
$2,080 至 $2,500，以供參考。
2016/17 學年的學費稍後會於
入學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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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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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及園境管理 ( 榮譽 )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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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學年學費為每學分
$2,080 至 $2,500，以供參考。
2016/17 學年的學費稍後會於
入學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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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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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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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學年學費為每學分
$2,080 至 $2,500，以供參考。
2016/17 學年的學費稍後會於
入學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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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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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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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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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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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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生晉身運動教練、
運動治療或康樂管理行業。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
的學分計算。
2015/16 學年學費為每學分
$2,080 至 $2,500，以供參考。
2016/17 學年的學費稍後會於
入學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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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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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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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
的學分計算。
2015/16 學年學費為每學分
$2,080 至 $2,500，以供參考。
2016/17 學年的學費稍後會於
入學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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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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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旨在為迅速擴充的醫療健康
行業培訓具備醫療行政∕營養科學
專業知識新生代。課程覆蓋範疇廣
泛，基礎課程包括傳染病控制、護
理學、老人護理等。從第三年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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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口老化趨勢持續，另一方面隨
著啟德兒童醫院、天水圍醫院、黃竹
坑醫院的動工、落成及各大醫院擴充
服務，業界對醫療護理專才人手需求
甚殷。因此，醫療健康行業不單為
本課程的畢業生提供大量就業職位，
更有機會讓他們向上流動。

課程學費依據學生每學期修讀
的學分計算。
2015/16 學年學費為每學分
$2,080 至 $2,500，以供參考。
2016/17 學年的學費稍後會於
入學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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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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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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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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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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關係」及「翻譯與傳譯」三個專業
選修範疇，完全切合香港商業社會
對人才的需求。

1 年全日制或 2 年兼讀制
$105,300 全日制
$115,200 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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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BA (Hons) Applied Social
Science

課程為曾修讀「社會科學」及「社
會工作」相關課程同學而設。有三
科「必修科」及六科「選修科」。
全部學科均由本地全職導師親自教
授。全日制 ( 日間 / 夜間混合模式 )：
每星期上課大約三節課堂面授或導
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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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0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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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 (CUSCS) 及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Bachelor of Human Nutrition

澳洲 La Trobe University 教學團隊
來港任教，學歷與澳洲本校畢業生
相同。學生於就讀時可申請成為 The
Nutrition Society of Australia 學生會
員。畢業生可申請成為其副營養學
家資格（Associate Nutritionist）。

12 個月全日制
8 科合共 $108,000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2209 7743 / 2209 7750
網址：www.cuscs.hk/topup
電郵：scs-topup@cu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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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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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設有三個
副修科目：「中國歷史」、「佛學」
及「中國文化與哲學」供同學選擇。

四年全日制
( 亦設兩年全日制銜接學位
(Top-up) 課程，適合副學士 /
高級文憑的畢業生報讀 )
學費每年 $65,000 ( 同學畢業
前，學費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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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1 年全日制
( 日間 / 夜間混合模式 )$103,680
全日制學生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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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NYC)
專業及跨文化傳意英文 ( 榮譽 )
文學士

香港政府認可，課程已經通過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核。透過
詩歌、戲劇、電影、小說等媒體學
習如何運用英語作為跨文化溝通的
語言媒介。學生需要在第四年的課
程的下學期前往澳洲或英國等英語
國家，參加為期 6 個星期的專門訓
練 Immersion Experience。

四年全日制
( 亦設兩年全日制銜接學位
(Top-up) 課程，適合副學
士 / 高級文憑的畢業生報讀 )
每年 $71,000 ( 適用於入讀一
年級者 )
每年 $79,000 ( 適用於入讀三
年級者 ) ( 同學畢業前，學費將
維持不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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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及文化研究
文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提供不同種類的通識及文化研究課
程，由美術史、文學、哲學到流行
文化、電視和電影，以及媒體研究。
加強雙語能力，以及提升對香港跨
文化遺產的文化觸覺。

每年 $82,500
( 每學分 $2,500)
2 年全日制 ( 共修 66 學分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電話：3411 3044
電郵：spadmit@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音樂學
文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課程涵蓋音樂知識、樂理和音樂史、
演奏、教學及如何富創意地利用音
樂服務社會。訓練同學在指揮、創
業、音樂推廣和社區外展工作等方
面的才能。

每年 $82,500
( 每學分 $2,500)
2 年全日制 ( 共修 66 學分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電話：3411 3044
電郵：spadmit@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新媒體及影視創意寫作
文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著重訓練學生從事多種媒體創意寫作
及撰寫專業劇本，包括電影、電視或
網絡連續劇、綜藝節目和新媒體。

每年 $82,500
( 每學分 $2,500)
2 年全日制 ( 共修 66 學分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電話：3411 3044
電郵：spadmit@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綜合傳播管理學
社會科學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提供以管理為重點的培訓，涵蓋專題
研究，包括市場營銷、媒體及社會傳
播、公共關係和廣告宣傳等行業。

每年 $82,500
( 每學分 $2,500)
2 年全日制 ( 共修 66 學分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電話：3411 3044
電郵：spadmit@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媒體及社會傳播
社會科學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加強同學的社會觸覺，建立本地及
全球視野，提升對社會、文化及環
境問題的敏感度。訓練同學掌握社
會傳訊活動所需的籌劃、組織及執
行等專門技巧。

每年 $82,500
( 每學分 $2,500)
2 年全日制 ( 共修 66 學分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電話：3411 3044
電郵：spadmit@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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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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會大學
環境及資源管理
社會科學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培訓同學以環境科學、生態考察及
統計學的方式，研習本地、區域性
以至全球的環境及保育議題。讓同
學更了解環境政策及法例以及其影
響，並認識與環境管理相關的規劃
要求。

每年 $82,500
( 每學分 $2,500)
2 年全日制 ( 共修 66 學分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電話：3411 3044
電郵：spadmit@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心理學
社會科學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透過不同的實驗及實習機會，培養
學生對研究人類思維及行為的興趣。
讓同學透徹掌握心理學原理，以應
用於臨床及教育心理學等範疇。

每年 $82,500
( 每學分 $2,500) 2 年全日制
( 共修 66 學分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電話：3411 3044
電郵：spadmit@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政策
社會科學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培養同學對社會上的不同需要及各
種重要的社會發展的了解，建立融
會社會政策理論的能力、發展領導
才能和組織能力，為他們日後投身
公營、第三界別或非牟利等機構作
好裝備。

每年 $82,500
( 每學分 $2,500)
2 年全日制 ( 共修 66 學分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電話：3411 3044
電郵：spadmit@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運動及康樂領袖學
社會科學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旨在培訓學生向大眾及有特殊需要
人士提供運動及康樂服務，服務對
象包括長者、肢體傷殘及智障等人
士。安排同學於不同的機構實習培
訓，從而獲取服務不同需要人士的
寶貴工作經驗。

每年 $82,500
( 每學分 $2,500)
2 年全日制 ( 共修 66 學分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電話：3411 3044
電郵：spadmit@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及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南澳大學 )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課程探討專業和技術傳訊、公關理
論和執行、廣告、宣傳和推廣的傳
訊、數碼化設計、新聞和社交媒體
的聯繫，以及出版業的進階寫作和
編輯技巧等。學分豁免可達 12 科。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每科 $9,000
1 年全日制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可申請政府獎學金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電話：3411 4350
電郵：usaugf@hkbu.edu.hk
網址：hkbusce.hk/ipu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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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及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南澳大學 )
Bachelor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南澳大學心理學範疇於 2016 年 QS
World University Subject Rankings
躋身全球首 200 名之內，成績獲國
際肯定。課程涵蓋發展心理學、認
知心理學、生物和學習心理學、社
會和社區心理學、人格心理學、臨
床和變態心理學、心理評估、健康
心理學、輔導基礎及輔導技巧等科
目。學分豁免可達 11 科。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及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南澳大學 )
Bachelor of Nutrition and Food
Sciences (Food Sciences)

課程涵蓋教授生物化學、食品微生
物學、食品質量及品質管理、食品
加工及生產，以及產品開發及食品
分析等範疇。學分豁免可達 12 科。

香港教育大學
音樂教育榮譽學士
( 當代音樂及演奏教育學 )

本課程乃本港首個以當代音樂及演
奏教育學為本之雙專修音樂教育榮
譽學士學位，課程函蓋了一系列相
關的科目，例如古典音樂、音樂科
技及製作、合奏指導、音樂教室教
學法等。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為
學生提供實習機會之餘，學生亦可
參與多個定期工作坊、大師班及樂
團，獲取豐富演出經驗。學生可副
修爵士音樂、社會科學、語文、文
化或心理學等課程，以擴闊視野。
畢業生就業選擇多元化，可從事作
曲、演奏、音樂製作及教學等工作。

4 年全日制
$315,600 元

香港教育大學
電話：2948 8797 / 2948 8624
電郵：bme@eduhk.hk

香港教育大學
可持續發展教育榮譽文學士

本課程是香港首個同類型的學士課
程，當中兼備跨學科的視野，包括
科學、社會科學、博文教育和教育
範疇等，以建立學生對可持續發展
教育的廣泛認識。學生修畢本課程
後可於教育機構、政府部門、非牟
利團體以及私人企業等獲得就業機
會，進行推廣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工
作，或選擇升讀由本學院舉辦的可
持續發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本課程的目的在於：
( 一 ) 令學生對可持續發展有深入的
認識，以及明白到教育在推廣可持
續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二 ) 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把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育融入日常
生活及工作中，從而成為具備反思
能力及負責任的公民；
( 三 ) 為學生提供穩固的學術和專業
基礎，透過在公共機構、私人企業
或非牟利團體推廣可持續發展的概
念和實踐方法，培養他們成為可持
續發展的促進者。

4 年全日制
$336,000 元

香港教育大學
電話：2948 6438
電郵：baefs@eduhk.hk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每科 $9,000
1 年 4 個月全日制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電話：3411 4350
電郵：usaugf@hkbu.edu.hk
網址：hkbusce.hk/ipugf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可申請政府獎學金

全期學費 $158,000
1 年全日制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可申請政府獎學金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電話：3411 4350
電郵：usaugf@hkbu.edu.hk
網址：hkbusce.hk/ipu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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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 / 修讀年期 / 學制

查詢方法

香港教育大學
社會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 大中華地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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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全日制
$3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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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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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全日制
$321,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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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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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000 元

香港教育大學
電話：2948 7994
電郵：bsess@edu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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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年兼讀制
$173,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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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sside University
BSc (Hons) Crime and
Investigation
犯罪及調查學 ( 榮譽 ) 理學士
學位

香港首個通過評審並獲認可的犯罪
及調查學 ( 榮譽 ) 學士學位 / 銜接學
士學位，並於畢業後申請等同認可學
位工作入職之職位。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全期學費 : $58,800
( 全日制 / 兼讀制 )
修讀年期
全日制：1 年
兼讀制：1-2 年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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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LIFE)
及 University of Stirling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Marketing
(EDB Ref. No. 452687)

此課程適合商學或旅遊相關的副學位
畢業生入讀，旨在幫助同學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研究分析等市場學技巧。
University of Stirling 為英國著名大學，
課程由該大學及 LIFE 的教學團隊共同
教授，同學於嶺南大學校園上課，使
用大學本部的學習資源和教學設施。

1 年全日制
全期學費 $102,600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LIFE）
電話：2616 8247 ∕ 2616 8274
電郵：hei@LN.edu.hk
網址：life.ln.edu.hk/stirling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LIFE)
及 University of Stirling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Management
(EDB Ref. No. 452688)

此課程適合商學或旅遊相關的副學位
畢業生入讀，旨在幫助同學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研究分析等市場學技巧。
University of Stirling 為英國著名大學，
課程由該大學及 LIFE 的教學團隊共同
教授，同學於嶺南大學校園上課，使
用大學本部的學習資源和教學設施。

1 年全日制
全期學費 $102,600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LIFE）
電話：2616 8247 ∕ 2616 8274
電郵：hei@LN.edu.hk
網址：life.ln.edu.hk/sti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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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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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每年由 $71,750 至 $73,510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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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每年由 $71,750 至 $86,980
不等
*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面試。

明愛專上學院
電話：3653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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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30
*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面試。

明愛專上學院
電話：3653 6600
電郵：info@cihe.edu.hk
網址：www.cih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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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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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每年由 $67,920 至 $76,680
不等
*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面試。

明愛專上學院
電話：3653 6600
電郵：info@cihe.edu.hk
網址：www.cihe.edu.hk

Upper Iowa University Hong Kong
美國上愛荷華大學 - 香港分校
Bachelor of Science
Psychology reg.no.261572

畢業生可升讀本地大學碩士學位課程
及符合加入英美和香港心理學學會資
格，並可投考中國人力資源部「心理
諮詢師」職業憑證。課程內容均由美
國評審，確保質素與美國大學本部一
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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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管理學院
Bachelo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ons)
新聞及傳播 ( 榮譽 ) 學士

結合商業財經新聞及企業傳訊元素的獨
特課程，著重實際操作與實務經驗，三
年級可選擇主修商業新聞或企業傳訊。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該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最快 2 年完成
全日制 / 兼讀制
每學分為 $1,517
課程共 120 個學分 ( 持有中七或
以上學歷人士可申請學分豁免 )

美國上愛荷華大學 - 香港分校
電話：2510 8991
網址：www.uiu.edu.hk
電郵：info@uiu.edu.hk

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請向有關院校查詢。

恒生管理學院
電話：3963 5555
網址：www.hsmc.edu.hk
電郵：bjc@hsm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