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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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 - 
MSc in Computer 
Science

課程最大特色是設計靈活，學員可因 
應個人興趣和需要，選擇修讀12個 單
元課；或修讀8個單元課另交一個 大
型研究報告。另外，科目選擇多元 化
也是課程特色所在，七個專修範疇 合
共提供34個選修科目，讓學員自 由修
讀。

1-2年全日制 
2-3年兼讀制 $120,000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查詢電話 : 3917 1828 
網址 : http://www.cs.hku.hk/msc

香港大學 - 
MSc(Eng) in Electri-
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課程以優秀的教學與研究見稱，並加 
重，使學員充份掌握最先進的通訊、 
資訊及能源科技知識，並可選擇自己 
的專長，在不同的範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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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7 2803 
網址：www.eee.hku.hk

香港大學 - 
MSc in Electronic 
Commerce & Internet 
Computing

課程具備了三大特點： 課程師資優
秀；課程與教法不時更 新以配合社
會及商業環境的需要； 師資和學員
的多元化背景讓他們能得 到珍貴的
實際經驗與人際網絡

1-2年 全日制 
2-3年 兼讀制 $150,000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查詢電話：3917 1828 
網址：www.ecom-icom.hku.hk

香港大學 - 
MSc (Eng) in Energy 
Engineering

能源開發應用是當今的研習熱點。 
本課程旨在培訓學員充分掌握世
界 最前沿的能源科技與管理。課
程 內容涵蓋可再生能源技術、智能
電 網、電力系統、電動車、能源管 
理、碳排放審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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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7 2803 
網址：www.eee.hku.hk

香港大學 - 
MSc(Eng)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課程內容涵蓋廣泛，包括能源及動 
力，環境科學，材料科技，微納米 
科技，現代設計及製造科技等。全 
日制學員需修讀8個單元課另交一個 
大型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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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17 2630 / 3917 2633
網址 : http://me.hku.hk

香港中文大學 -
MSc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培育醫學工程專才，以回應社會對
新 醫療技術的殷切需求。該課程
的畢業 生可參與研發及改善醫療
設備、設計電子醫療系統的資訊平
台、研究復康 工程的儀器及人造器
官等。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32,000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部 
查詢電話：3943 8337 
網址：www.bme.cuhk.edu.hk/ 
mscbme/program.html

香港中文大學 - 
MSc in Computer 
Science

課程涵蓋先進的計算機科學課題， 
共需修讀8個選修科。

1年 全日制 2年 兼
讀制

$140,000 
(全日制)  
$125,000 
(兼讀制)

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查詢電話：3943 8485 
網址：msc.cse.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
MSc in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課程融會資訊科技和商業管理兩方 
面的知識，旨在培育能利用科技增 
強企 業競爭力的管理人才。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90,000 (全
日制) 

$140,000 (兼
讀制)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 
查詢電話：3943 8567 
網址：www.bschool.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學系 -
MSc in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本課程的目的是：傳授跟執業機械 
及自動化工程師職業有關的最新科
技 和工具之知識；介紹一些用於機
械與 自動化工程學的最新設計工
具、軟件 和實用技術；提供課程，
讓執業工程師開拓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方面的事業。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查詢電話：33943 7026 / 
　　　　　3943 8337 
網址：www.mae.cuhk.edu.hk/ 

maemsc/

香港中文大學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理
學碩士

課程著重全面教育，嚴選一系列最
先進和尖端的技術工程管理學科
及高級培訓予工程師和其他專業人
員，讓他們在事業上更進一步。課
程包括：供需網絡管理電子商貿之
開放系統模型和決策及其金融應用
項目與技術之管理資訊技術管理工
程管理原理隨機投資模型金融分析
和證券交易。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55,000 

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查詢電話: 3943 8215
網址：http://www.se.cuhk.edu.hk/

programmes/pg.html

香港中文大學 
電子商貿與物流技術學理
學碩士

課程著重於電子商務的信息和物
流，旨在培養電子商務系統和物流
技術的新一代人才。課程包括：電
子商貿技術基礎電子支付系統後勤
管理學分佈及移動軟件系統決策方
法及其金融應用供需網絡管理。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55,000 

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查詢電話: 39438215
網址：http://www.se.cuhk.edu.hk/

programmes/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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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gmt

專為有意利用資訊科技加強公司競
爭力的商業行政管理人員及強化商
業管理能力的電腦或相關專才。

16個月 兼讀制 $180,000
香港科技大學 
查詢電話：2358 7656 
網址：mscism.bm.ust.hk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本課程為學員提供最新的化學工程
及生物分子工程學學科，旨在培訓
學員成為有信心及能幹的高級化學
工程師或領導者。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140,000
兼讀制

$120,000

理學碩士（CBME）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2358 5773 /2358 5772 
網址：www.seng.ust.hk/msc/cbme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Engineering 
Enterprise 
Management

本課程由工學院和商學院合作舉
辦，是為有意投入或發展管理事業
的專業技術人員度身定做的獨特的
理學碩士課程。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140,000
兼讀制

$120,000

理學碩士 (工程企業管理) 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2358 5771 / 2358 5772 
網址：www.seng.ust.hk/msc/eem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課程提供有關各種電機、機械和
熱系統與其組件的設計、材料選擇
及製造和電子封裝的最新先進技術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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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學)
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2358 8987 
網址：www.seng.ust.hk/msc/mech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IC Design 
Engineering

本課程旨在為中國大陸和香港培養
IC設計工程師。課程是為持有理學
或工學學士學位而又有志於汲取深
入廣博的集成電路設計知識的專業
人員和學生度身訂做。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140,000
兼讀制

$120,000

理學碩士 (ICDE) 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2358 6959 / 2358 5772 
網址：www.seng.ust.hk/msc/icde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本課程專為希望獲取廣博前沿的資
訊科技技能的人士所設計，旨在使
我們的畢業生更符合市場的需求，
為投入更具挑戰性的職業生涯做好
充分的準備。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140,000
兼讀制

$120,000

理學碩士(資訊科技)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2358 5773 /2358 5772 
網址：www.seng.ust.hk/msc/it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Telecommuni-
cations

本課程將使學員掌握基於最近研究
課題的有深度的最新技術知識，這
些課題包括無線電系統、光網路、
寬帶多媒體通信和會聚協定等。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140,000
兼讀制

$120,000

理學碩士(電信學)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2358 6959 /2358 5772 
網址：www.seng.ust.hk/msc/telc

香港科技大學
MSc in Civil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本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專為有意
進修土木工程專業知識的工程師而
設，旨在培訓先進的工程技術及管
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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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基建工程
及管理)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2358 8985 /2358 5772 
網址：www.seng.ust.hk/msc/ciem

香港科技大學 - 
MSc in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課程提供範圍廣泛的電子工程學
研究生課程。本課程有意識地基於
廣闊的基礎，以最大的靈活性提供
技術發展的平衡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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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工程學)
課程辦公室 
查詢電話：2358 6959 /2358 5772 
網址：www.seng.ust.hk/msc/eleg

香港城市大學 - 
MSc i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本課程同時教授科技及管理知識，
培訓以香港為主要基地，面向世界
的人才外，還要領導市場，引進國
際的先進科技，帶動香港的科技發
展。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本地生
每學分：
$3,350
非本地生
每學分：
$4,200

香港城市大學 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查詢電話：3442 8420 
電郵：mbego@cityu.edu.hk 
網址：www.cityu.edu.hk/mbe/ msatm

香港城市大學 - 
MSc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本課程致力培養企業的領導和
管理人才，積極採用「Ac t i o n 
Learning」及「Workshop」等之教
育模式，讓學員吸取廣泛的工程管
理知識，透過實踐，從而培養出卓
越的創新能力，將所學的理論、知
識及技巧，充分應用在工作上。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本地生 
每學分： 
$4,200 
非本地生 
每學分 
$3,350

香港城市大學系統工程及 工程管理學
系 
查詢電話：3442 9321
網址：www.cityu.edu.hk/seem/ 

msem/

香港城市大學 - 
MSc in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 
Information Systems 
Mgmt / Electronic 
Business and 
Knowledge Mgmt

為全港規模最大的資訊系統學系，
排名位居亞洲榜首，世界排名第
六。超過三十位國際知名教授任
教。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3,860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系統學系 
查詢電話：3442 7550 
網址：www.cb.cityu.edu.hk/is/

香港浸會大學 - 
MSc in Advanced 
Information Systems

課程旨在培養信息技術及相關領域
的專才，讓同學掌握當代最先進的
信息系統技術及知識，並為同學打
造扎實根基及加強在信息系統領域
的競爭力。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20,000

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科學系 
查詢電話：3411 2376 
電郵：ais@comp.hkbu.edu.hk 
網址：www.comp.hkbu.edu.hk/ai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學位由大學頒發，與澳洲本土學位
一樣，有同等的學術地位和認可。
課程與傳統MBA比較，更著重於技
術與管理的融合，能滿足學員在工
作上的實際管理訴求。課程設有中/
英文班。

15個月 兼讀制 $88,000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查詢電話 : 2774 8500
網址：www.hkma.org.hk/uts/mem      

(英文班) 
www.hkma.org.hk/uts/memb   
(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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