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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是一所多元化及非牟利的專上

學府，以積極開拓學生國際視野，發掘學生多方面

潛能為辦學宗旨。本校提供獲專業及學術認可的全

日制及兼讀制海外學士課程，至今已開辦多個通過香

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評審之自資專上
課程，包括：毅進文憑課程、副學士課程、海外學士課程、

碩士及博士課程。學生可從文、理、商三個主要學術範疇及多個

學習領域自選合適的進修方向。

本校因應學生不同背景，提供合適的升學途徑，當中包括持有以下本地 /海外學歷之學生：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毅進文憑、證書 /文憑、副學士 /學士學位，海外中學及大專學歷，
國內高中及大專學歷。至今已有近五千位同學成功完成本校課程並取得副學士 /學士資格。
本校更提供升學機會予副學士畢業生直接升讀由英國、澳洲等地的著名大學提供在香港及海

外攻讀的學士課程，在港學士課程亦獲海外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及專業機構認可。

另外，本校副學士畢業生亦可赴英國、澳洲或馬來西亞進修學位課程，包括英國 Teesside 
University（在港或英國升讀）、澳洲 Monash University（在澳洲或馬來西亞分校升讀）及
Deakin University（在澳洲升讀）。學士畢業生亦可報讀本地及國際知名大學的研究院課程。

除了海外升學，本校也會安排所有學生可到海外或中國作短期學習，以增進其國際視野和體

驗。本校於每年二月、六月及十月均接受入學申請。

為照顧學生所需，本校亦提供不同形式的經濟援助以減輕其經濟負擔，包括：獎學金、助

學金、學費貸款，各種支援學生學習及發展的設備與資源，讓學生能專注投入學習，爭取

優異表現。

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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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課程

本校與 2009年度英國最佳大學（University of the year）Teesside University在港開辦認可學
士學位及銜接學位課程。

課程特色

• 學生可選擇以本地學費赴英國修讀部份課程
• 學生符合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資格，學生資助辦事處網頁：www.sfaa.gov.hk
• 課程獲香港政府認可

•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網頁：www.hkcaavq.edu.hk
• 教育局認可副學士及學士學位網頁：www.ipass.gov.hk 
• 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師資 • 資源

大部份任教副學士及學士課程的講師均擁有博士學位及 /或專業資格。本校亦有延聘國內
外學者為課程擔任講師。

本校投放大量資源，以添置或更新教學及資訊科技設備，讓教學可與時並進。以多元化的

方式掌握知識，設備包括：圖書館、多用途電腦室、語言中心、模擬護理室、模擬案發現

場等。

銜接一流大學

本校副學士畢業生不需參加額外入學試，可直接升讀本校與海外大學合辦的學士學位課

程，或赴外國攻讀國際一流大學，如獲 2009年度英國最佳大學（University of the year）
Teesside University及澳洲八大（Group - of - Eight）之一的 Monash University等。學生最快
可於副學士畢業後一年取得政府認可學士學位。

學費資助

入讀通過評審的認可副學士或學士課程，若屬低及中等入息家庭學生，可申請全額學費減

免、部份減免或低息貸款。其他學員亦可申請政府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此外本校亦

提供各類獎學金、助學金及有薪學習等計劃幫助不同需要之學生。

關於科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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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畢業 / 

年滿 23 歲

香港中學文憑畢業 / 

完成認可證書或文憑課程 / 

持有其他相當於以上學歷 / 

年滿 21 歲

副學士課程（二年制）

毅進文憑

中六離校生 / 

年滿 21 歲

學士學位課程

  學士 / 銜接學士：
Teesside University
可於香港或英國修讀

  銜接學士：
Monash University
可於澳洲或馬來西亞

修讀

Deakin University
可於澳洲修讀

升學途經 *詳細入學資格請參閱個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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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Introduction
香港八大院校以外的另一選擇。由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與 2009年度英國最佳大學，提賽德
大學合辦之三年制學士課程，學生在學期間可選擇赴英國修讀部份課程。課程已通過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學生可申請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並於畢業後申請等同認

可學位作入職要求之公務員職位。

Located at Middlesbrough, the Northea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eesside University is an 
integrated public University. With more than 22,000 students Teesside University creates a 
vibrant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 community. It was named as the University of the Year in 
2009 by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 It is the first and the only modern university to win 
this award. Since 2012, Teesside partnered with Hong K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 offer their 
first batch of degree programmes in Hong Kong. The programmes have been accredited by the 
HKCAAVQ. Students may apply government grant and loan scheme through SFAA. Graduates of 
the programmes may apply civil service post which require bachelor degrees qualifications.

Teesside University
提賽德大學

Degree Programme
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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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2015 學年學費  Tuition Fee
全日制 / 兼讀制   Full Time / Part Time：

第一、二年學費  Year 1 / Year 2： HK$58,800 /每年 year

第三年學費  Year 3： HK$55,000/每年 year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學位學費：
BA（Hons）Accounting and Finance：

HK$58,800 /每年 year

*學費須待教育局審批

課程
Programme

資歷名冊登記編號
QR Registration No.

級別
Level

登記有效期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BA（Hons）Accounting and Finance 12/001140/5 5 01/10/2012 - 30/09/2016 

BA（Hons）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12/000871/5 5 01/09/2012 - 31/08/2016 

BA（Hons）Business Management 12/000870/5 5 01/09/2012 - 31/08/2016 

BSc（Hons）Computing 12/000872/5 5 01/09/2012 - 31/08/2016

BSc（Hons）Crime and Investigation 13/000366/5 5 01/09/2013 - 31/08/2017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取得的任何資格

等級
Grade

除數學科外
All subjects except 

Mathematics

數學必修部份
Mathematics 

compulsory component

數學延伸部份
Mathematics optional 

components

5** 145 65 80

5* 130 60 70

5 120 45 60

4 80 35 50

3 40 25 40

英國 UCAS 對照分數表  UCAS Tariff Points System Table

第一年學士學位  Year 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5科達第三級包括英國語文，或英國 UCAS對照分數達 200分或以上，申請人可
以最多兩科應用學習科目申請，該科目成績獲 " 達標並表現優異 "或以上可視作第三級

HKDSE Level 3 in five subjects including English Language, or any other combination with UCAS Tariff 
points at 200 or above

An Applied Learning subject with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is recognized as one level 3 subject. 
Applicants may use not more than two Applied Learning subjects in each application

第三年銜接學位  Year 3（Top-up Degree）：

完成證書 /文憑 /副學士 /高級文憑（豁免學分數目視乎過往修讀的課程內容而定）。

Recognised Certificate / Diploma / Associate Degree / Higher Diploma（credit exemption will be 
determined by HKIT）

入學要求  Entry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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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Feature
會計及財務為同學成為會計師或在金融機構任職鋪路。毫無疑問會計與財務是工商管理的一

個重要範疇，其關鍵業務功能在於理財。如果學生喜歡理財分析，有條理工作，會計及財務

會是適合的選擇。修讀這門科目可以培養實用的會計和金融知識外，還可以訓練同學獨立思

考分析，透過小組研習，強化同學的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合作和溝通技巧。這些能力、知識

和技巧深為僱主重視。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re key business functions. This exciting, fast - moving discipline us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attracts the brightest and best students. If you have an analytical mind, 
and a methodical and measured approach to work, a career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is for 
you. Through the study, you can develop practical skills highly valued by employers - such as 
analytical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teamworking and communication. Focusing strongly on real - 
world business, the programme helps you understand the broader context in which accounting is 
practiced.

專業學會認可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獲多個專業學會認可，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澳洲會計師公會，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以及國際會計師公會。

Accredited and recognized b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HKICPA） , 
Certified Practicing Accountant Australia（CPAA）,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ACCA）and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ants（AIA）. 

修讀年期  Duration
全日制課程：3年，兼讀制課程：4年（設日間及夜間課程）
持相關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者可獲豁免最多第一年及部份第二年的學科，共 180學分。

Full Time: 3 years, Part Time: 4 years（Day - time / Night - time mode）
Relevant Associate Degree or Higher Diploma holders may gain maximum exemption of 180 
credits in first and second years.

BA（Hons）Accounting and Finance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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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Year 1：

Managing and Developing People （20 credits）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20 credits）
Management and the Organisation （20 credits）
Business Law and Ethics （20 credits）
Economic Principles （20 credits）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Accounting （20 credits）

第二年  Year 2：

Accounting for Management Performance （20 credit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20 credits）
Company Law and Audit （20 credits）
Financial Accounting （20 credits）
Taxation （20 credits）
Leadership and Mentoring （20 credits）

第三年  Year 3：

Business Research and Project （40 credits）
Corporate Finance （20 credits）
Accounting for Management Decisions （20 credits）
Advanced Auditing （20 credits）
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20 credits）

銜接香港會計師公會專業資格課程（QP）科目  QP Subjects：

Hong Kong Law
Hong Kong Taxation
Statistics

課程結構  Programme Structure
學員完成 17 個單元、共 360學分。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17 modules including one Business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final 
year, total 360 credits.

BA（Hons）Accounting and Finance（註冊編號：25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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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Feature
工商管理 – 在現實世界中管理一門生意涉及很多決策。這是一個廣泛的商業和管理學位
課程。它能給與你穩固的理論和實務基礎，從而讓你作出正確的決定。

你可以發掘市場學、人力資源和商業科技的知識，亦可以同時培養出具價值性的溝通，解決

問題和團隊合作的技巧。這個高度彈性的學位課程直接聯系到工業和商業的需要，好讓你更

有準備地在多種行業尋找到一份工作。

Managing a business in the real world is about making decisions. This is a broad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degree which gives you a strong ground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nabling you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You develop knowledge of marketing, human resources and business technology, as well as 
valuable communication, problem - solving and teamwork skills. This highly flexible degree is 
directly relevant to the need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leaving you well placed to pursue a 
career in a wide variety of fields.

BA（Hons）Business Management
工商管理（榮譽）文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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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Year 1：

Managing and Developing People （20 credits）
Personal and Team Effectiveness （20 credit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the Organisation （20 credits）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20 credits）
Fundamentals of Marketing （20 credits）
Business and the Economy （20 credits）

第二年  Year 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arketing （20 credits）
Buyer Behaviour （20 credits）
Planning for Business Operations （20 credits）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Business （20 credits）
Employability （20 credits）
Leadership and Mentoring （20 credits）

第三年  Year 3：

Business Research and Project （40 credits）
Digital Marketing （20 credits）
Strategic Management （20 credits）
Marketing Applications （20 credits）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20 credits）

BA（Hons）Business Management（註冊編號：252184）

修讀年期  Duration
全日制課程：3年，兼讀制課程：4年（設日間及夜間課程）
持相關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者可獲豁免最多第一及第二年的學科，共 240學分。

Full Time: 3 years, Part Time: 4 years（Day - time / Night - time mode）
Relevant Associate Degree or Higher Diploma holders may gain maximum exemption of 240 
credits in first and second years. 

課程結構  Programme Structure
學員完成 17 個單元、共 360學分。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17 modules including one Business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final 
year, total 360 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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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Feature
市場及廣告為有志在市場營銷領域發展的同學而設。這課程主要針對商品及服務的營

銷。營銷是將商品從概念變到產品，再經分銷途徑將產品送到客人手上，當中有很多營銷

細節需要留意。如何掌握消費者心態及市場動態脈絡，制定吸引客人的營銷策略，是營銷

專家的重要任務。營銷工作需要思考、判斷、計劃、決策及創意的能力。還有營銷工作是

需要與人合作的，因此；與人相處、人際互動、團隊合作及領導技巧都是營銷達人需要有

的能力。這些知識、能力和技巧都會在這課程中教授同學。

Marketing is the process where goods and services move from concept to customer. It is fast 
paced, dynamic and fundamental to business. Advertising is one of the ways these goods and 
services are brought to public attention. Gain a detaile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key 
marketing and business concepts, while developing your interpersonal, analytical, creative and 
practical skills. And gain a broad - based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and business subjects in Year 1, 
developing more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Years 2 and 3.

BA（Hons）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市場及廣告（榮譽）文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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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Year 1：

Managing and Developing People （20 credits）
Personal and Team Effectiveness （20 credit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the Organisation （20 credits）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20 credits）
Fundamentals of Marketing （20 credits）
Business and the Economy （20 credits）

第二年  Year 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arketing （20 credits）
Buyer Behaviour （20 credits）
Advertising Insights （20 credits）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Business （20 credits）
Enhancing Employability （20 credits）
Brand Marketing （20 credits）

第三年  Year 3：

Business Research and Project （40 credits）
Digital Marketing（20 credits）
Strategic Management （20 credits）
Marketing Applications （20 credits）
Advertising Management （20 credits）

BA（Hons）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註冊編號：252186）

修讀年期  Duration
全日制課程：3年，兼讀制課程：4年（設日間及夜間課程）
持相關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者可獲豁免最多第一及第二年的學科，共 240學分。

Full Time: 3 years, Part Time: 4 years（Day - time / Night - time mode）
Relevant Associate Degree or Higher Diploma holders may gain maximum exemption of 240 
credits in first and second years. 

課程結構  Programme Structure
學員完成 17 個單元、共 360學分。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17 modules including one Business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final 
year, total 360 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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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Feature
資訊業大多要求員工具備程式撰寫能力、 網路管理、資料庫管理、系統管理、以及系統開
發管理等能力。本課程能為資訊業提供適合的畢業生。設計上安排了大量的程式撰寫以及網

路相關的單元，除了令同學可以有紮實的根基之外，更會教授到前瞻性的新興技術，比如說

雲端計算以及流動網路等。單元大多以實用的企劃為題，學生需以實際的環境做出相關的計

劃書及程式，以配合日後實際工作需要。每位同學獨立完成一份專題研究，總結課程中所學

習到的知識和技巧，對畢業後的面試十分有幫助。

The IT sector requires employees equipped with various skills from programming, network 
management,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administration, to system development 
management. The programme BSc（Hons）Computing is able to provide suitable graduates for 
the sector. Its curriculum includes a large amount of programing and networking modules, which 
will not only build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but also providing them emerging technology 
 （e.g. cloud computing and mobile network）. Most of the modules require students to response 
to a real world problem or task by preparing proposals and computer products. Each student is 
required to submit an independent project at their final year as a capstone module, which will 
enable potential employers to identify what the student had learnt through out the programme 
during job interviews.

BSc（Hons）Computing
電腦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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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Year 1：

Computer & Mobile Technologies （20 credits）
Intro to Networks & Computer Security （20 credits）
Java Programming 1 （20 credits）
Java Programming 2 （20 credits）
Systems Design & Databases （20 credits）
Web Development （20 credits）

第二年  Year 2：

Advanced Java Programming （20 credits）
Enterprise Project （20 credits）
Networks & Communications （20 credits）
Networks & Systems Administration （20 credits）
Cloud & Web Services （20 credits）

第三年  Year 3：

Advanced Database Systems （20 credits）
Advanced Networks （20 credits）
Web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20 credits）
ICT Service Management （20 credits）
Computer Project （40 credits）

BA（Hons）Computing（註冊編號：252185）

修讀年期  Duration
全日制課程：3年，兼讀制課程：4年（設日間及夜間課程）
持相關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者可獲豁免最多第一及第二年的學科，共 240學分。

Full Time: 3 years, Part Time: 4 years（Day - time / Night - time mode）
Relevant Associate Degree or Higher Diploma holders may gain maximum exemption of 240 
credits in first and second years. 

課程結構  Programme Structure
學員完成 16 個單元、共 360學分。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16 modules including one Computer Project in the final year, 
total 360 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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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Hons）Crime and Investigation
犯罪及調查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課程特色  Feature
犯罪及調查學（榮譽）理學士學位在眾多香港開辦的學位課程中，是少數能包括不同範疇的

學位課程。課程涵蓋社會科學、科學、心理學、法律等元素。為配合個別單元所需，同學會

使用相關實驗室及器材以學習犯罪現場調查的搜證技巧。這些技巧包括指模採集、證物採集

等。課程能培訓同學一系列的調查能力，以應用在日後不同領域如：警察、紀律部隊、保安、

社會工作、金融業以及保險業等。

BSc（Hons）Crime and Investigation is a unique bachelor degree in Hong Kong. It integrates 
various disciplines including social science, science, psychology, and law into one programme. 
Modules of the programme facilitate practical lab training like fingerprint collection and evident 
collection skills. The programme aims at providing graduates a set of skills in investigation, which 
can be employed in different sectors like police, discipline forces, security, civil service, finance 
and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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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Year 1：

Underpinning forensic psychology （20 credits）
Crime and scene examination （20 credits）
Introduction to investigation （40 credits）
Legal foundations （40 credits）

第二年  Year 2：

Understanding investigation （40 credits）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20 credits）
Criminal Law （20 credits）
Fingerprints and their use in the investigative process （20 credits）
Optional Module （20 credits）

第三年  Year 3：

Dissertation （40 credits）
Law of evidence （20 credits）
Applied Investigation （20 credits）
Criminalistics （20 credits）
Optional Module （20 credits）

修讀年期  Duration
全日制課程：3年，兼讀制課程：4年（設日間及夜間課程）
持相關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者可獲豁免最多第一及第二年的學科，共 240學分。

Full Time: 3 years, Part Time: 4 years（Day - time / Night - time mode）
Relevant Associate Degree or Higher Diploma holders may gain maximum exemption of 240 
credits in first and second years. 

課程結構  Programme Structure
學員完成 14 個單元、共 360學分。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14 modules including one Business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final 
year, total 360 credits.

BA（Hons）Crime & Investigation（註冊編號：25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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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在領導才能、分析能力與溝通技巧等各方面的發展，並掌握各學科的知識

及技能，為將來繼續進修或工作建立基礎。學員在完成本課程後可銜接本地或海外學士課程。

修讀年期

2014 - 2015 學年學費

全日制２年 /兼讀制３年

每年　港幣 $42,000（須待教育局審批）

入學要求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中五科（包括英國
語文及中國語文）達到第二級；或

• 修畢認可証書課程；或

• 毅進文憑課程畢業學員；或

• 其他相當於以上認可學歷；或

• 於入學年的 1月 1日，年齡滿 21歲

副學士銜接機會

Teesside University
2009年度英國最佳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Year）

Monash University
澳洲八大 Group - of - Eight之一

Deakin University
著名澳洲大學

課程
Programme

資歷名冊登記編號
QR Registration No.

級別
Level

登記有效期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工商管理副學士 05/001212/4 4 05/05/2008 - 30/09/2015

理學副學士 12/000140/4 4 01/09/2012 - 31/08/2015

文學副學士 12/000125/4 4 01/09/2012 - 31/08/2015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取得的任何資格

課程名稱 必修科目
選修範疇
 （每個範疇包括六個選修科目 )

工商管理副學士

Associate Degre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六科必修科包括：

English I
English II
Communic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mpu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ultimedia
及四科通識教育

 （共十科）

會計及財務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市場學  Marketing
管理  Management
酒店、旅遊及項目統籌 
Hotel, Tourism and Event Managementt
運動管理  Sport Management

理學副學士

Associate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電腦學  Computing
多煤體及網頁技術 
Multimedia & Web Technology
資訊安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健康科學  Healthcare Science
復康護理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屋宇設備工程  Building Studies

文學副學士

Associate Degree of Arts
犯罪及調查學  Crime & Investigation
商業及流行音樂  Business & Popular Music

Associate Degree
副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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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本課程的畢業生可獲得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

公會（ACCA）（F1 - F6）共 6張考卷豁免

選修範疇

同學可選擇下列範疇修讀 :
• 會計及財務
• 市場學
• 管理
• 酒店、旅遊及項目統籌
• 運動管理

銜接課程 

課程目標

課程旨在令學生掌握各項工商管理知識及技能，並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分析能力及溝通技

巧，為將來繼續進修或工作建立基礎。

Associate Degre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副學士

課程模式

修讀科目：六科必修科、六科選修科及四

科通識科（共16科）

學科豁免

申請者可根據以往學歷申請學科豁免。如

已成功完成副學士第一年或持有相關認可

的文憑或具同等學歷者，可直接報讀副學

士學位課程的第二年。

學士學位（於香港就讀）

英國 Teesside University
•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學位 
• 市場學及廣告（榮譽）文學士學位 
• 工商管理（榮譽）文學士學位 

學士學位（於海外就讀）

英國 Teesside University
•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學位 
• 市場學及廣告（榮譽）文學士學位 
• 工商管理（榮譽）文學士學位 
• 商業金融（榮譽）文學士學位 
•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學位 
• 旅遊管理（榮譽）文學士學位 
• 應用會計（榮譽）文學士學位 
• 國際企業管理（榮譽）文學士學位 
• 食物營養及健康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 音樂技術（榮譽）理學士學位 

澳洲 / 馬來西亞分校
Monash University
• 商務與商業學士學位（主修：會計、銀
行及財務、電子商務、管理學、市場學）

澳洲 Deakin University 
• 商業學士學位 
• 管理學學士學位 
• 商務資訊系統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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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本課程教授多項資訊科技與應用的知識，

學生可循各科技領域選修，包括電腦、資

訊科技、復康護理、屋宇工程。

選修範疇

• 電腦學
• 多媒體及網頁技術
• 資訊安全
• 健康科學
• 復康護理
• 屋宇設備工程

銜接課程  

課程目標

課程除著重提供學生應用科技知識外，亦著重訓練同學獨立思考，培養洞察力、組織和表達

能力等各方面的發展。

Associate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理學副學士

課程模式

修讀科目：六科必修科、六科選修科及四

科通識科（共16科）

學科豁免

申請者可根據以往學歷申請學科豁免。如

已成功完成副學士第一年或持有相關認可

的文憑或具同等學歷者，可直接報讀副學

士學位課程的第二年。

學士學位（於香港就讀）

英國 Teesside University
• 電腦（榮譽）理學士學位

學士學位（於海外就讀）

英國 Teesside University
• 電腦動畫（榮譽）文學士學位 
• 網頁及多媒體設計（榮譽）文學士學位 
•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學位 
• 媒體研究（榮譽）文學士學位 
• 電腦（榮譽）理學士學位 
• 電腦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 土木工程（榮譽）工程學士

澳洲 / 馬來西亞分校
Monash University
• 資訊科技及系統學士學位 
• 電腦科學學士學位 
• 商業信息系統學士學位

澳洲 Deakin University 
• 商務資訊系統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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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Degree of Arts
文學副學士

課程特色

本課程涵蓋多項人文科學知識。

選修範疇

同學可選擇下列範疇修讀 :
• 犯罪及調查學
• 商業及流行音樂

銜接課程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除教授不同範疇的人文科學知識外，亦著重培養學生批判及獨立思考，為將來繼

續進修或踏出社會工作建立基礎。

課程模式

修讀科目：六科必修科、六科選修科及四

科通識科（共16科）

學科豁免

申請者可根據以往學歷申請學科豁免。如

已成功完成副學士第一年或持有相關認可

的文憑或具同等學歷者，可直接報讀副學

士學位課程的第二年。

學士學位（於香港就讀）

英國 Teesside University
• 犯罪及調查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學士學位（於海外就讀）

英國 Teesside University
• 犯罪及調查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 罪案及調查（榮譽）理學士學位
• 表演及節目製作（榮譽）文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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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 2007年開辦毅進課程，2012年起開辦毅進文憑。課程由八大範疇組成，包括紀律
部隊系列、演藝及創意藝術系列、醫療及健康系列、旅遊及服務系列、工商管理系列、資訊

科技及工程系列、社會科學及公共服務系列、運動及教育系列。學習涵蓋不同範疇，滿足同

學不同興趣及升學志向。

修讀年期

全日制一年，兼讀制兩年

完成毅進文憑後，資歷等同中學文憑試 5科（包括中英文科）第二級。若選修科中包含 
「延伸數學」，完成毅進文憑後資歷則等同中學文憑試5科（包括中，英文和數學科）第二級。

*完成毅進文憑後可升讀 HKIT副學士及認可學士學位課程

100%100% 100%100%毅進 副學士
（全日制‧兼讀制）

認可學士學位
（全日制‧兼讀制）

Yi Jin Diploma
毅進文憑課程

校風嚴謹

使同學能於良好學習氣氛下學習。

多元化活動，配合全人發展

本校致力培育同學的全人發展，除提供 
優質教學外，亦致力提供多元化課外活動：

• 香港駕駛學院聯同贊助同學考取駕駛執照
• 潛水訓練
• 體驗模擬飛行
• 功夫訓練
• 音樂表演
• 日語學習
• 主題公園遊覽
• 觀星
• 各種球類活動
• 安排同學到國內交流
• 軍訓體驗

銜接著名海外大學

同學修畢毅進文憑畢業後可直升讀本校副

學士學位課程，副學士畢業後可銜接英澳

著名大學。

課程概覽

共有 30 個選修群組，由八大範疇組成：

必修科目：

• 中文
• 英文
• 數學
• 人際傳意技巧
• 通識教育

五科共 420小時。

選修範疇：

• 紀律部隊系列
• 演藝及創意藝術系列
• 醫療及健康系列
• 旅遊及服務系列
• 工商管理系列
• 資訊科技及工程系列
• 社會科學及公共服務系列
• 運動及教育系列

每範疇分三科共18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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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商業、研究與商業研究導論（21小時）

• 商業的定義和商務活動的範例

• 研究和應用商業研究的範例

• 商業研究的重要性

• 商業研究的階段

• 商業環境分析和商業研究的關鍵因素

單元二：研究在商業中的角色（15 小時）

• 商業研究對商業發展的影響

• 業務發展

• 商業研究的操守及守則

單元三：商業研究（72 小時）

• 研究技巧

• 研究結果呈報的技巧

單元四：商業研究的專業發展（12 小時）

• 商業機構分享

單元五：應用商業專題研究（60 小時）

• 營商環境分析

• 研究技巧的應用

• 機構參觀

• 準備報告

課程結構

課程特色

提升學習效能，讓學生能整體全面地將在

此課程與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

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及企會財或商業

有關科目的知識融會貫通。

課程簡介

課程費用：$8,500
修業時數：180小時
授課語言：中文或英文

應用商業研究

課程簡介

本課程教授學生應用研究的知識於營銷、

財務、管理、會計等有關的商業決策。學

習目標為幫助學生瞭解商業研究的過程，訓

練學生系統化和科學化的思考，釐清研究、

調查及測量等問題，使學生有效地執行研

究計畫，完成報告。完成課程後，學生能

掌握研究理論、概念、技能，並能撰寫報

告及作口頭匯報，同時學生亦知道研究員

應有的道德及專業操守，以及能為自己規

劃通往研究工作的職業路徑。

學習活動特色

研究匯報、工作坊、個案研習、角色扮演、

小組討論、參觀及講座、模擬學習、研討

會等。

升學路向及就業出路

升學路向

升讀與工商管理、會計、財務、商業設計、

市場及廣告、商業管理、電腦學等相關的

課程

就業出路

從事與研究發展、質素保證、財務分析、

商業顧問等相關工作

課程網址

http://www.hkit.edu.hk/apl

Applied Learning
應用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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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留學安排

為鼓勵同學有更廣闊國際視野以及獨立處事能力，本校與 Teesside University資助同學以合理
學費前往英國修讀部份課程內容 *，在一流的校院環境體驗留學生活。

修讀三年制學位課程的同學

 可以本地學費前往英國修讀一個學年；或
 可以每年 $7,000英磅學費前住英國修讀一學年或以上。

修讀兩年制副學士同學並銜接 Teesside University 
在港開辦之學位課程

 可以本地學費前往英國修讀一個學期；或
 可以每年 $6,500 - $7,000英磅學費前住英國修讀一學年或以上。

於 2013 - 14學年，10位學位課程同學在本校與 Teesside University資助下，以本地學費前
住英國修讀二年級課程。

 （圖為學生生活照，更多內容：https://www.facebook.com/HKITxTU）

*留學安排需配合課程編排並符合相關簽證要求。留學期間或會喪失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
劃之申請資格，詳情請與本校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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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路

本書院的畢業生資歷均獲政府認可，能力廣受業界肯定。

據《 2013 年本校畢業生就業調查 》所得：

毅進畢業生升學或就業率：62.9％
學士或以上畢業生就業率：81.4％

畢業生從事的行業

服務 15%

建造 3%

教育 7%

金融 20%

資訊科技 16%

物流 4%

貿易 20%

其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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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外活動

本校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故於課餘時間安排多種不同類型課外活動給予同學參加，目的在

培養和訓練他們各方面的才能和潛能，包括：團隊合作精神、領導能力、溝通技巧等。

潛水課程

清華大學暑期考察通識課程

郵輪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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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警犬隊總部暨訓練學校

駕駛訓練

龍舟競技

攝影活動
紙針孔菲林相機製作

繪畫工作坊



由職員填寫   For STAFF use only

申請編號 Application No.：                                       

□ 錄取 □ 不錄取 □ 後補名單
 Admitted  Rejected  Waiting List

□ HK$__________申請費已收 Application Fee Accepted

 支票號碼 Bank Cheque No.：                                 

□ 豁免申請費 Application Fee Exemption

職員名稱 Staff Name：                                               

課程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此表格，並於適當方格內填上剔號。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in English BLOCK LETTERS and 
put a tick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第一部份 Part 1：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稱謂  Title：

□ 先生 Mr. □ 小姐 Miss □ 太太 Mrs. □ 女士 M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相同 Must be the same as shown on HKID Card）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姓氏 Surname  名字 First Name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相同 Must be the same as shown on HKID Card）

香港身份證 /護照號碼：  簽發國家（如有）：
HKID Card / Passport No.：                                              （ ）Issuing Country（if any）：                                                    
 （用作核實申請人之身份 For verification of the applicant's identity）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國籍 Nationality：                                                
 （日 dd / 月 mm / 年 yy）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手電 / 傳呼 Mobile / Pager：                                                   

電子郵箱地址 E-mail Address：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 香港 Hong Kong □ 九龍 Kowloon □ 新界 New Territories □ 離島 Island

第二部份 Part 2： 學歷、獎項及工作經驗  Qualifications, Awards and Working Experience

i 學歷  Qualifications
本人已達到以下要求： have attained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以獲取之最高學歷為準。Please indicate your highest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 將完成 / 已完成 *新高中中六課程： 年份                                    

Will complete / completed* NSS S6, in year：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達第三級，及五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 ^ 

總成績（包括英國語文）相等於英國 UCAS Tariff point 200分或以上

Level 3 in English Language in HKDSE, plus any combination with 
UCAS Tariff points 200 or above in five HKDSE subjects^（including 
English Language）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中 5科 ^（包括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達第二級

Level 2 in five HKDSE subjects^（including English and Chinese）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1科高級程度科目或2科高級補充程度科目及格； 
及香港中學會考 5科及格，包括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達第二級 / 
E級（課程乙）或以上。

1 pass in AL subject or 2 passes in AS - level subjects in HKALE; and 5 
passes in HKCEE, including Level 2 / Grade E（Syl. B）or abov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3科高級程度科目達 D級或相等成績；及香港高
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目及格

Grade D in 3 AL subjects in HKALE or equivalent; and pass in Use of 
English in HKALE

□ 將完成 / 已完成 *副學士：年份                                                 

Will complete / completed* Associate Degree, in year：                                     
□ 將完成 / 已完成 *高級文憑：年份                                                

Will complete / completed* Higher Diploma, in year：                                     

□ 將完成 / 已完成 *證書 /文憑：年份                                                 

Will complete / completed* Certificate / Diploma, in year：                                     
□ 將完成 / 已完成 *毅進課程：年份                                                  

Will complete / completed* YiJin Diploma, in year：                                                

□ 於入學年一月一日滿二十三歲

Aged 23 or above on 1 January of the intended year of entry
□ 於入學年一月一日滿二十一歲

Aged 21 or above on 1 January of the intended year of entry

□ 其他學歷（請註明）：                                                                                                                                                                            

Others（Please specify）：                                                                                                                                                                       

* 請刪去不適用者。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  申請人可以不多於兩科應用學習科目申請，該科目成績獲「達標」或以上可視作第二級。 

An ApL subject with "Attained" or above is recognized as one level 2 subject. Applicants may use not more than two ApL in each application.





* 只供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副學士畢業生申請，學生可選擇往蒙納殊大學之馬來西亞分校或澳洲本校修讀。 
The Monash programmes are only offered to HKIT AD graduate. Students can choose to study either in the Malaysia or Australia Campus of Monash University

入學年期 Entry Year： □ 第一年 Year 1 □ 第二年 Year 2 □ 第三年 Year 3

第四部分 Part 4：  聲明 Declaration
1. 本人聲名此報名表格及隨附文件所載的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真確。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true and accurate.

2.  本人同意如本人獲取錄入學，本人當遵守書院的規例。
I consent that if admitted, I will comply with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stipulated by the Institute.

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第三部份 Part 3：  課程選擇 Programme Selection
上課模式 Mode of Study： □  全日制 Full Time □  兼讀制 Part Time

報讀年份 Expected Intake Year：                                                                     
報讀學期 Expected Intake Term： □  10月 October □  2月 February □  6月 June

請於「選擇」方格內填上數字。（1為第一選擇，2為第二選擇，如此類推。）
Please put number（s）in the 'Option' box.（1 for first choice, 2 for second choice and so on.）

選擇 
Option

課程
Programme

選擇 
Option

課程
Programme

工商管理（榮譽）文學士學位（英國提塞德大學）B-BA-TU01
BA（Hons）Business Management（Teesside University）

市場及廣告（榮譽）文學士學位（英國提塞德大學）B-BA-TU02
BA（Hons）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Teesside University）

文學副學士 AD-A-00
Associate Degree of Arts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學位（英國提塞德大學）B-BA-TU03
BA（Hons）Accounting and Finance（Teesside University）

工商管理副學士 AD-BA-00
Associate Degre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電腦學（榮譽）理學士學位（英國提塞德大學）B-ST-TU01
BSc（Hons）Computing（Teesside University）

理學副學士 AD-ST-00
Associate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犯罪及調查學（榮譽）理學士（英國提塞德大學）B-ST-TU02
BSc（Hons）Crime and Investigation（Teesside University）

商務與商業學士學位（澳洲蒙納殊大學）* B-MU01-T
Bacherlor of Bussiness and Commerce（Monash University）*

電子計算學士學位（澳洲蒙納殊大學）* B-MU03-T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Monash University）*

資訊科技和系統學士學位（澳洲蒙納殊大學）* B-MU02-T
Bacherlor of Info. Technology and Systems（Monash University）*

ii 過往曾獲獎項 / 專業資格  Awards /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chieved
如此部分空位不敷填寫，申請人可使用額外紙張詳列有關資料。

If there is insufficient space in this part, please give details on a separate sheet.

獎項名稱
Name of Awards /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頒授機構
Issuing Authority

頒發日期
Date of issues

iii 工作經驗  Working Experience
請按日期順序列出。如此部分空位不敷填寫，申請人可使用額外紙張詳列有關資料。

Please list in chronological order. If there is insufficient space in this part, please give details on a separate sheet.

年份（月 / 年 至 月 / 年）
Year（mm / yy to mm / yy）

機構名稱
Name of Organization

職位
Position Held

全職 / 兼職
Full Time / Part Time



第五部份 Part 5：
申請程序  Application Procedure

1. 填妥之申請表格連同以下文件須交回本校招生辦事處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submit it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to the Admission office

 i. 香港身份證副本，及 
A copy of the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ii. 有關學歷及專業資格 /其他獎項之證明副本，及 
Documentary proof for the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 other awards, and

 iii. 申請費港幣 $50之繳費存根（請在存根背面寫上你的中、英文全名及身份證號碼） 
Customer's copy of pay-in slip for an application fee of HK$50（Please write both your nam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s 
well as your HKID number at the back of the slip）

2 你可選擇以下付款方法繳交港幣 $50之申請費： 
Please pay the HK$50 application fee at:

 i. 前往任何一間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分行以支票或現金存入本校戶口。 
戶口名稱：「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戶口編號：534 - 301767-  838） 
Any branch of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Account Nam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A/C No: 534-301767 - 838）.

 ii. 親身到本校招生辦事處以易辨事繳款 
EPS（in person at HKIT admission office）.

第六部份 Part 6：
清單  Checklist
你還沒有遞交以下文件： You have not yet submitted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 香港身份證副本 
Copy of HKID Card

□ 有關學歷及專業資格 /其他獎項之證明副本 
Copies of documentary proof for the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 other awards

□ 申請費之繳費存根 
Customer's copy of pay - in slip

請儘快遞交有關文件至招生辦事處以便本校跟進。 
Please submit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to the admission office for follow-up as soon as possible.

第七部份  Part 7：
查詢  Enquiries

招生辦事處  Admission Office：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213號
213 Nam Cheo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電話 Tel：2782 2433

傳真 Fax：2782 0497

電郵 E-mail：enquiry@hkit.edu.hk

網址 Website：www.hki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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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助及貸款申請

本校各海外學位及副學士課程學生，均可申請由政府提供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專上學

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或「持續進修基金」，以減輕進修的財政壓力。詳情請瀏覽有關網頁。

申請資格

於 2013 / 14學年，學生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才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專
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學生資助辦事處會定期檢討政策。

• 年齡為 30歲或以下的註冊全日制學生；

• 修讀經本地評審全日制自資副學位或學位程度的專上課程學生；

• 不曾在同一學年就申請書所填報的課程接受其他由公帑資助的學生資助計劃（如持續進
修基金）所發出的資助；以及

• 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或在開始修讀有關課程前，你或你的家庭已連續在香港居
住滿三年。這並不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電話：2152 9000
網頁：http://www.sfaa.gov.hk/tc/schemes/fasp.htm
電郵：wg@sfaa.gov.hk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電話：2150 6222
網頁：http://www.sfaa.gov.hk/tc/schemes/nls3.htm
電郵：wg@sfaa.gov.hk

持續進修基金

電話：3142 2277
網頁：http://www.sfaa.gov.hk/cef
電郵：cef@sfaa.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