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城市大学（简称“城大”）于 1984 年建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资助的八所大专院校之一。并于 2005 年获教育部列入国家第一

批录取国家重点大学名单。城大是一所年轻向上、富于进取的国际

化的多科性大学。现设有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赛马会动物医

学及生命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法律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创

意媒体学院、和能源及环境学院。城大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已

广泛获得国际认可。城大在最新公布的国际高等教育信息机构

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界大学排名榜中位居第 52；亚洲大学

排名榜，则位居第 15 位。在建校未满 50 年（即 1969 年以后创校）

的全球 50 所最佳大学排名榜中，城大位列第 4。在「全球大学就业能力调查」中，城大毕业生跻身

100 位以内；该调查是法国人力资源顾问公司 Emerging 与德国研究机构 Trendence 合作完成

的。  

城大商学院（城商）成立于 1990 年，是全亚洲区最具规模的商学院之一。本院拥有国际一流的师资及

设备，每年为约 5,800 名学生提供广泛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学位课程。来自内地的城大毕业生在香港及内

地以至世界各地皆有很理想的就业与发展。 

城大商学院现拥有一支约 180 位属于 20 多个不同国籍和来自世界各地著

名学府的优良师资队伍，超过 98% 以上拥有博士学位。城大商学院的特

色为利用高科技，以创新的教学方法，提供优质教育，不断提升学员的

学习兴趣及效益。课程采用英语授课，研讨式教学，实行学分制，因材

施教，学以致用。课程内容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与国际社会接轨。同

时，全方位地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让学生可以参加交换计划、暑期交

流访问及实习。 

城城大大商商学学院院获获得得广广泛泛国国际际认认可可  

【2019 年】：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2019 年全球最佳大学排名 (经济学及商业领域)

中，香港城市大学位居第 67 佳及亚洲第 4 佳。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大学公布最佳商业研究排名榜 (2014-2018 年) 中位

居世界第 38 佳及亚洲第 4 佳。 

【2009 年】： 城大商学院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获凤凰卫视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博士担任主席，成

员包括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理斯 (James Mirrlees)，以及经济学国际权威邹至庄教授

等。 

【2007 年】： 城大商学院成功获得欧洲评审组织（EQUIS）的认证。 

【2005 年】： 城大商学院成功通过国际管理教育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的入会评审，是当时大中

华地区内第 3 间获得此认证的商学院。 



学学系系

■商学院设有六大学系

会计学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http://www.cb.cityu.edu.hk/ac/ 

经济及金融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http://www.cb.cityu.edu.hk/ef/ 

资讯系统学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http://www.cb.cityu.edu.hk/is/ 

管理学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http://www.cb.cityu.edu.hk/mgt/ 

管理科学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http://www.cb.cityu.edu.hk/ms/ 

市场营销学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http://www.cb.cityu.edu.hk/mkt/ 

课课程程

■学士学位课程

提供下列十一个主修课程：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课程(BBA) 

 环球商业

 会计

 商业经济

 金融

 环球商业系统管理

 资讯管理

 管理学

 商业分析

 商业营运管理

 市场营销

理学士学位课程(BSc) 

 计算金融及金融科技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课程的设计，除培育学生对现代管理必备的宏观视野外，也为学生提供毕业后

担任管理者所需的技能训练。通过本课程，学生既可深入了解本地工商界的情况，亦会具备有关

亚太区和国际市场的专业知识及视野。 

计算金融及金融科技理学士课程内有两个主修专业，它们是 (1) 计算金融学专业及 (2)金融科技专

业。学生也可以选择不跟随以上专业选科。 

计算金融学专业是一门跨学科和多元化的课程，内容涵盖金融学、电脑程式设计、数学和统计

学，这四个领域的综合应用对当今金融市场的金融决策至关重要。课程专门为对定量程式设计有

浓厚兴趣和致力研习金融分析技巧的学生而设，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训练。课程更可提高学生的

竞争力，让他们日后在金融行业中脱颖而出。 



计算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有机会申请修读香港城市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双联学士学位课程。学

生在完成双联学士学位课程后，毕业时将分别获得两所大学所颁发的学士学位。 

计算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可在金融行业就业，例如在资产管理、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银行和金融

风险管理等行业作交易员、风险管理经理等，或继续升读硕士或博士课程。 

金融科技专业通过对数学、统计学、电脑程式设计、资讯系统学和金融学方面的培训，为学生提

供商业和创新科技的跨学科教育。 FinTech 核心科目包括区块链，大数据，网络安全，监管技术 

(RegTech)，Python编程，机器学习，技术创业和 Fintech 重点专题项目等等。 

金融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可在新兴的金融科技行业就业，例如区块链分析师、监管技术顾问、金融

科技项目经理或继续升读硕士或博士课程。 

课程及招生详情，请浏览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ug/admissions/ 

http://www.cityu.edu.hk/mainland/ 

备注：本学院保留更改课程之权利, 恕不另行通知。 

商学院联办双学士学位课程 

香港城市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主修科为 商业经济 / 商业分析 / 计算金融及金融科技(计算金融学专业)。成绩优异的学生，

有机会在城大及哥伦比亚大学的综合学科学院分别学习两年，学成后将获两校分别颁发某一主修

学科的学士学位。 

有关双学士学位课程，请参阅网址： 
https://gs.columbia.edu/cityu-hk/ 

香港城市大学—国立台湾大学 

主修科为 会计 / 商业经济。成绩优异的学生，有机会在城大及国立台湾大学分别学习两年，学

成后将获两校分别颁发某一主修学科的学士学位。 

有关双学士学位课程，请参阅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ac/newsletter/2014_Summer/moa.html 
https://www.cb.cityu.edu.hk/ef/ug/programmes/NTU 

http://www.cb.cityu.edu.hk/ug/admissions/
http://www.cityu.edu.hk/mainland/
https://gs.columbia.edu/cityu-hk/
http://www.cb.cityu.edu.hk/ac/newsletter/2014_Summer/moa.html
https://www.cb.cityu.edu.hk/ef/ug/programmes/NTU


■ 研究生课程

1. 专业博士学位及修课式硕士学位课程︰

 工商管理博士 (DBA)

 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中文班)

(EMBA(Chinese))

 工商管理硕士 (MBA)

 文学硕士 (国际会计学)

 理学硕士 (专业会计与企业管治)

 理学硕士 (应用经济学)

 理学硕士 (金融学)

 理学硕士 (金融工程学)

 理学硕士 (商务资讯系统)

 理学硕士 (电子商业及知识管理)

 理学硕士 (商业及数据分析)

 理学硕士 (电子商贸)*

 文学硕士 (环球企业管理)

 理学硕士 (组织管理学)

 理学硕士 (市场营销学)

 理学硕士 (营运与供应链管理)

*由资讯系统学系与电脑科学系合办。

2. 哲学硕士学位 (MPhil) 和哲学博士学位 (PhD) 课程

MPhil 及 PhD 为研究学位课程，以学术研究为主，包含了修课和独立研究部份。研究生须完成

指定学分的科目并须进行独立研究并提交有关论文，经答辩通过，得以颁授相关学位。 

详情可浏览研究生院网址：http://www.cityu.edu.hk/sgs/ 

备注：本学院保留更改课程之权利, 恕不另行通知。 



专业博士学位课程及修课式研究生课程简介(所有资料只作为参考): 
除特别注明外，所有课程同时提供全日制及兼读制，并以英语授课。

课程名称 入学要求 修业期 非本地生学费

(2020-2021 年度) ∆ 
工商管理博士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 

具有认可大学的工商管理类或相

关专业硕士学位，至少拥有十年

管理或专业工作经验。

 最少修读 57 个学分

(其中 30 个学分为博

士论文)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四年

 每 学 分 为 港 币 12,530
元。估计总学费约为港

币 774,210 元

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具有认可大学二等（或以上）荣

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至少拥

有十年管理经验，具有良好英语

能力。

 最少修读 4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年(全日制)或两年

(兼读制)

 每 学 分 为 港 币 16,25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650,000
元（不包括企业诊断及

海外交流之费用）

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中文授课] 
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ught in 
Chinese] * 

大学本科，学士及以上学位，至

少拥有六年工作经验，现任企业

中高级管理层。

 最少修读 4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两年

 每月集中授课一次，

连续四天（周四至周

日），海外工作坊及

个别课程除外

 每 学 分 为 港 币 12,96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788,800

元 (包括海外工作坊之费

用)

工商管理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具有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或同等学

历，最好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并

在 GMAT 或其他校方认可之同

类考试取得良好成绩。

 最少修读 40 个学分

 也可选修一个(49 个

学分)或两个(共 58 个

学分)专业领域，如会

计/金融/市场营销/资
讯管理/供应链管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半

 每学分为港币 9,2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368,000

元至 533,600 元 (不包括

企业诊断、海外交流及

工作坊之费用)

文学硕士 (国际会计学) 
MA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具有认可大学会计或金融相关学

士学位或同等学历。最好具有两

年或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年

 每学分为港币 7,7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231,000 元

理学硕士 (专业会计与企业

管治) 
MSc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具有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或同等学

历  (无需商科背景)。 
 最少修读 36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7,7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277,200 元

理学硕士 (应用经济学) 
MSc Applied Economics 

具有认可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及

具有良好数理基础。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年

 每学分为港币 7,7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231,000 元

∆  学费可能于每年作出调整，所需总学费可能会因应修读年期增加。 
* 只提供兼读制课程。

^  另设有以中文授课的工商管理博士课程，详情可与本院联络。 
  只提供全日制课程。 
# 项目最终修订版本有待大学审批。 



课程名称 入学要求 修业期 非本地生学费

(2020-2021 年度) ∆ 
理学硕士 (金融学) 
MSc Finance 

具有认可大学本科学士学位。

这两个硕士课程理论与应用并重, 
并强调数量化技巧和专业知识。

申请人如有相关工作经验可获优

先考虑。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9,2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276,000 元

理学硕士 (金融工程学) 
MSc Financial Engineering 

理学硕士 (商务资讯系统) 
MSc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培养方案 A  
(非资讯科技专业本科毕业生)： 
具有认可非计算机或信息类大学

本科学士学位。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6,2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186,000 元

培养方案 B  
(有修四门或以上计算机基础知识

的本科毕业生) ： 
具有认可商学或理工专业大学本

科学士学位。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理学硕士 (电子商业及知识

管理) 
MSc Electronic Busines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1. 具有认可商务或管理类相关专

业大学本科学士学位；

2. 懂一些计算机基础知识；

3. 最好具有两年或以上的工作经

验。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6,2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186,000 元

理学硕士 (商业及数据分析)  
MSc Business and Data 
Analytics 

1. 具有认可大学本科学士学位或

同等学历；

2. 申请人无需具有工作经验。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7,2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216,000 元

理学硕士 (电子商贸)^ 
MSc Electronic Commerce 

^由资讯系统学系与电脑科学系合办 

具有认可资讯科技类或相关专业

大学学士学位；或持有认可专业

资格，并具有丰富资讯科技专业

经验；及良好英语能力。

 最少修读 33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5,2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171,600 元

文学硕士 (环球企业管理) 
MA 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 

具有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或同等学

历。具备以下条件者优先录取：

1. 在国际企业管理或与中国有关

的领域拥有三年以上管理和

（或）专业经验；

或

2. 其学历与企业管理或相关专业

有关，并拥有两年以上管理和

（或）专业经验。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6,7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201,000 元

∆  学费可能于每年作出调整，所需总学费可能会因应修读年期增加。 



课程名称 入学要求 修业期 非本地生学费

(2020-2021 年度) ∆ 
理学硕士 (组织管理学) 
MSc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具有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或同等

学历。申请人无需具有工作经

验，如有者佳。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6,7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201,000 元

理学硕士 (市场营销学) 
MSc Marketing 

1. 具有认可大学本科学士学

位；

2. 最好具备至少两年工作经

验。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8,7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261,000 元

理学硕士 (营运与供应链

管理) 
MSc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1. 具有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或同

等学历；

2. 有相关工作经验可获优先考

虑。

 最少修读 30 个学分

 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

一至两年

 每学分为港币 6,200 元

 总学费约为港币

186,000 元

∆  学费可能于每年作出调整，所需总学费可能会因应修读年期增加。 

英英语语水水平平要要求求  
如申请人并非在以英语教学的大学取得学位，需要同时符合下列英语水平要求 (以中文授课的课程除外) : 

(1) 修课式硕士学位课程

 TOEFL– 传统笔试总成绩达 550 分／新版纸笔考试总成绩达 59 分／网考总成绩达 79 分 ;或
 IELTS–总成绩为 6.5分或以上;或
 CET–通过中国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旧制）或符合个别课程要求之 CET-6 分数（新制）

 其他等同的认可资历亦作考虑

(2) 哲学硕士 (MPhil) / 哲学博士 (PhD)
 TOEFL– 传统笔试总成绩达 563 分／新版纸笔考试总成绩达 62 分／网考总成绩达 85 分;或
 IELTS–总成绩为 6.5分或以上;或
 其他等同的认可资历亦作考虑

(3) 工商管理博士 (DBA) 课程，对英语水平要求比较高，一般需要 TOEFL 580 分或以上 (传统笔试成

绩) [或互联网考试成绩最少 92 分]。

上上课课时时间间 
所有课程通常安排于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及星期六下午上课。部份全日制课程会于日间上课。

授授课课语语言言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课程以英语授课。



赴赴港港签签证证 

按照香港特区政府入境条例，凡是没有香港特区居留权而欲来港接受教育的非本地学生都必须在入境前取

得香港特区签发的有效学生签证/进入许可证。如欲对签证要求有更多了解，请查阅香港入境事务处网站 
(http://www.immd.gov.hk/hks/services/visas/study.html)。 

报报名名 

1. 修课式研究生课程 ( EMBA(中文) 除外) 及专业博士学位课程于每年 11月中开始招生，并于翌年 9
月开课，报名详情请浏览网页: http://www.cityu.edu.hk/cb/postgrad/。EMBA(中文)每年招收两

班，通常于 9 月及 3 月开课。

2. 研究学位课程，全年均接受入学申请，所有申请于每年 12 月初进行审批，报名详情请浏览网页:
http://www.cityu.edu.hk/sgs/。

其其他他 

在香港修读经本地评审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位或更高资历的内地毕业生(下称「非本地毕业生」)，可

根据「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申请留港/回港工作。刚毕业之「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申请

留港工作，无须在提出申请时已觅得工作。他们只须符合一般规定，便可留港 12 个月，而不受其他逗

留条件限制。详情可浏览「香港入境事务处」网址：http://www.immd.gov.hk/hks/faq/non-local-
graduates-return-employment-arrangement.html。 

「内地与香港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 于 2004 年 7 月 11 日，内地与香港就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

相互承认达成共识，确认两地认可院校的毕业生可以申请到对方的院校继续升学。详情可浏览「香港

特别行政区教育局」网址：https://www.edb.gov.hk/。 

课课程程查查询询 

香港城市大学 商学院 电话：(852) 3442 8989 电邮： cb@cityu.edu.hk 
香港九龙达之路 83 号 传真：(852) 3442 0151 网址： http://www.cityu.edu.hk/cb/ 

备注︰ 简介中之所有资料只作为 2020/2021 年度入学申请人之一般参考，该等资料可能会不时更新及改变。 
2020/2021 年度之课程简介及入学申请资料已于 2019 年 11 月中在网上公布。申请人可直接在网上自行报名，不需要透过

任何中介人或公司。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并没有委托任何内地中介人或公司招生，敬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面对不明来历的游说或宣传时，谨慎

处理，以防受骗。

http://www.cityu.edu.hk/cb/


工商管理课程简介 

工商管理博士（DBA）、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和工商管理硕士（MBA）是香港

城市大学商学院开办的重点课程。城大商学院是全亚洲最大的商学院之一，设有六大学系: 会
计、经济及金融、资讯系统、管理、管理科学及市场营销; 而每个学系都为这三个课程提供教

学支持。

兼读制 DBA 课程 

工商管理博士（DBA）是四年制兼读课程，同时开办英文班和中文（普通话）班，学员须

修读至少五十七个学分，其中三十个学分为博士论文。课程的主要对象是高层管理人员﹑

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着重培养他们怎样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将个人多年来累积的实战经

验与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整合，并转化为创新方案，协助企业，乃至整个行业解决一些决

策性的管理难题。

课程内容设计分为两个阶段，首两年集中教授研究方法和技巧，如量化统计、设定问卷、

收集数据和撰写研究大纲等; 同时备有一系列由商学院六个学系提供的不同范畴的选修科，

供学员选读，以扩展其知识领域。往后两年，学员将专注于撰写博士论文。贯穿整个学习

过程是城大商学院专家教授对学员的一对一悉心指导。课程要求在设定研究主题时，以所

属行业为出发点，提出行业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研究可实际应用在行业上的解决方案。

课程入学资格为具有认可大学的工商管理类或相关专业硕士学位，成绩良好，并拥有至少

十年管理或专业工作经验。

课程网址： http://www.cityu.edu.hk/dba 

城大商学院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于 2010 年开始合作培养工商管理博士项目，课程以中文授

课，详情请浏览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dba/fudan/ 

EMBA 课程 

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同时开办英文班(設全日制/兼讀制)#和中文(普通话)班(兼
讀制)。学员须修读至少四十个学分，方可获得硕士学位。 招生对象主要是高层管理人员或

中小型企业之企业家。 课程集中于领导才能和中国商业方面，理论与实践并重。

此课程的入学资格为认可大学本科学位（二等（或以上）荣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至

少具十年(英文班)# / 六年(中文班)管理工作经验。申请者如未符合上述要求，但在其他方面

有突出的成就及资历，也可酌情作个别考虑。

课程网址： http://www.cityu.edu.hk/emba   (英文班)#项目最终修订版本有待大学审批 
http://embachinese.cb.cityu.edu.hk/    (中文班) 

城大商学院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开展亚洲第一个 EMBA + MPA 课程，课程以中文

授课，详情请浏览网址 https://www.cb.cityu.edu.hk/EMBA_Tsinghua-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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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课程简介 

全日制及兼读制 MBA 课程 

学员需修读至少 40 个学分，亦可选择修读一个(49 个学分)或两个(58 个学分)专业领域。在正常

情况下，全日制学员可在一至两年内修满学位要求之学分，而兼读制学员则可在两至三年内完

成。

课程分三部份：第一部份为必修课，学员需修读 9 门必修课共 19 学分，包括公司财务分析与决

策、管理决策、公司财务、资讯系统管理、组织行为与领导、市场营销、营运管理、商业决策

模型、战略管理等；第二部份为体验式学习, 学员须修读至少 9 个学分，包括城大尖端论坛、企

业考察工作坊、在伦敦举办的品牌管理海外研习、在美国柏克莱及加州硅谷举办的创业与商业

计划发展及在亚洲邻近地区举办的 MBA 企业咨询实践等。学员可根据个人兴趣及需要，在第三

部份的选修课中修读不同的商业管理课，或修读一个或两个专业领域，如会计、金融、市场营

销、资讯管理或供应链管理，但修读年期会因此顺延半年至一年不等。

课程入学资格为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如有相关工作经验更佳，并在 GMAT 或校方认

可之同类考试取得良好成绩。没有工作经验或工作经验较浅的学员，一般会被安排入读 MBA 全

日制课程及需选修一个(49 个学分) 的专业领域。 

课程网址： http://www.cityu.edu.hk/mba/ 

课堂安排

全日制课程大部份于星期一至六的日间上课，而兼读课程则通常在星期一至五晚上及星期六下

午进行。

高级工商管理培训项目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的高级管理培训项目致力于为国内外的管理人员提供专业的管理培训，令

他们能利用在课程上所学到的理论、沟通及分析技巧，解决在公司里所遇到的困难，继而提升

他们对现代管理的认识、领导技巧及国际视野。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最近参与之高级工商管理培训项目包括︰
1. 由 2004 年开始至今与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 合作，已为逾两千位员

工进行专业的会计培训。

2. 由 2005 年开始至今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环球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Omnium Global
EMBA) 提供中国单元的部份培训。

3. 由 2012 年至 2018 年为俄罗斯“The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RANEPA)”学府的 156 位「高层政府官员培训课程」学员，47 位「环球行政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学员及 10 位「公共行政行政人员硕士课程」校友进行专业的管理培训。

4. 由 2011 年至 2016 年与海航集团、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及海航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合作，为旗下 332 位高级/年青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的管理培训。

5. 2017 年 12 月, 与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合作, 为 25 位成功企业家进行有关创新及改革的专业培训。

6.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 与韩国西江大学合作, 为其 65 位 EMBA 及 MBA 学员进行专业的管理

培训。

7. 2015 年 8 月, 与 威富（亚洲）有限公司合作, 为其 12 位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的管理培训。

8. 由 2015 年开始与西班牙 ESADE 商学院，拉蒙露大学合作, 为其约 200 位金融及国际管理硕士生

进行专业的管理培训。

9.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4 月与东莞市中小企业局合作，为其 320 多位东莞市中小企业家进行专业

的管理培训。

10.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6 月与天俱时国际集团合作，为其约 100 位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的管理培

训。

课程查询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香港九龙达之路 83 号 

电话 ： (852) 3442 8989 
传真 ： (852) 3442 0151 
电邮 ： cb@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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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学系简介

会计学系是商学院所属六个学系之一，共有 30 余名教授及讲师和 9 名行政人员。本学系的教

学目的是向学生提供全面系统的会计专业知识以使其成为合格的专业会计师。教授及讲师分

别来自美、加、澳、马、韩、中、台、港等国家和地区。他们以科研带动教学，以教学推进

科研，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根据 2017 年美国杨百翰大学之研究报告, 本
系在过往 3 年 (2016-2018)，位列全球最佳 22 所会计学系 (研究排名)。在教学方面，每年的

本科毕业生都广受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它跨国商业机构欢迎，而学员在公开比赛及跨

国活动亦每能脱颖而出，取得佳绩，为大学增光。现有在校学生 1,000 多人，分属于从会计

学士到博士的完整教育体系。在这体系下，共有 1 个本科项目，2 个硕士项目，和 1 个哲学

博士项目。

课程简介

会计学系目前设有 1 个本科项目，和 2 个修课式硕士项目 [理学硕士 (专业会计与企业管治) 
及文学硕士 (国际会计学) ] 。所有会计本科专业课程都获得香港会计师公会 (HKICPA)、英

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 (CIMA)、澳洲会计师公会 (CPA 
Australia) 的专业认可。而文学硕士 (国际会计学) 项目和理学硕士 (专业会计与企业管治－
专业会计方向) 项目都获得香港会计师公会 (HKICPA) 及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 
的专业认可。另外理学硕士 (专业会计与企业管治－企业管治方向) 项目也获得英国特许秘

书及行政人员公会 (ICSA) 及香港特许秘书公会 (HKICS) 的专业认可。 

会计学系还设有会计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两个研究学位专业，重点培训多名来自香港、中国

大陆及国外的研究生。

■ 文学硕士 (国际会计学)

本文学硕士项目旨在为会计及金融专业毕业生提供进修机会，透过发展国际会计学专业知识

和对香港的会计及相关领域的进一步了解来增强其专业技能。我们讲授国际及香港会计学、

信息管理及国际商务和投资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使学员完成课程后可为就职机构的营运

及发展提供重大贡献，尤其是对即将在跨国公司、合资企业、涉及对外贸易投资的公司及政

府机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或拥有跨国型客户及网络的咨询公司中工作的学员更能受惠。 

本文学硕士项目已获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 认可, 符合下列要求的毕业学员皆可获 10 门

基础科目考试豁免，直接参加公会举办之专业考试：

 完成及通过本项目的七科必修科, 以及包括审计学 (AC6541) 和商业及公司法

(LW5962) 在内的三科选修科；及

 本科完成 HKICPA 认可的基础商科科目，包括基本会计、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資讯系统及商业统计(计量分析)。

除香港会计师公会外, 本课程亦将可获免除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 最多五科专

业考试(最终科目数目由 ACCA 决定)。



会计学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 理学硕士 (专业会计与企业管治)

本理学硕士项目包括专业会计和企业管治两个专业方向，旨在培养专业会计和公司秘书两个

方向的人才。其中专业会计方向面对本科非会计背景学员，为他们提供机会将职业道路扩展

到会计和金融的相关行业。企业管治方向注重提高学员在会计，商业金融制度和法律，以及

企业管制方面的专业知识。项目学员须学习 5 门核心课程和 7 门专业方向相关课程。核心课

程包括 3 门会计、1 门法律及 1 门经济课程。专业会计方向的学员在学习 7 门包括会计和商

业统计课程后，可于毕业时获得香港会计师公会 (HKICPA) 的资格认证，参加其专业资格考

试。企业管治方向的学员在学习 7 门包括会计、法律和商业管理课程后，可于毕业后免试申

请成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 (HKICS) 及英国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ICSA) 的会员 (需有相

关工作经验)。 

专业会计方向的毕业学员也可获免除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 最多九科专业考试

(最终科目数目由 ACCA 决定)。

本项目课程亦已获得澳洲会计师公会 (CPA Australia) 的专业认可。 

■ 会计学研究课程（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

会计学系提供结构优越的会计研究（硕士和博士）课程。在完成商学院和会计学系要求的核

心课程的条件下，学员可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国际会计、财务报告、管理会计和审计）和研

究方法（行为研究、资本市场研究等）。当前本系的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会计和审计问题的

经济学分析、跨国（尤其是亚太区域的国家和地区）比较等方面的研究。邀请海内外大学的

著名学者为学员开设短期课程已成为会计学系研究学位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本

系也拥有一支研究力量相当雄厚的教师队伍，其研究领域涉及企业管治、会计领域的委托代

理问题、中国管理会计问题、会计和审计领域的行为和组织研究、国际会计、经理人员业绩

评价和管理控制系统等。

课程查询

香港城市大学会计学系

香港九龙达之路 83 号

电话 ： (852) 3442 7760
传真 ： (852) 3442 0349
电邮 ： acgo@cityu.edu.hk 
网址 ： http://www.cb.cityu.edu.hk/ac/ 



经济及金融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理学硕士（金融学）/（金融工程学）/（应用经济学）课程 

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于 90 年代初期率先为香港的金融专业人士创办金融理学硕士课程。

其后受世界银行委托，协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为内地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开办硕士课程。 

课程简介

经济及金融系共开办 3 个理学硕士课程。其中金融学/金融工程学两个课程，多年来申请人数

众多，竞争激烈。金融专业的毕业生现已超逾二千六百人，很多已在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及跨

国公司身居要职。他们在金融界建立了具庞大影响力的网络。除上述两个金融硕士课程外，本

系亦开办理学硕士（应用经济学）课程。这项课程专为有志在跨国公司、金融机构、政府部门

或研究机构工作的人士设计，旨在培养经济研究、政策分析、投资理财等高级专业人才, 或为

有志于前往著名学府攻读博士课程的研究生奠下学术基础。 

■ 理学硕士（金融学）课程

学员需修毕 30 个学分,共 10 个科目,包括以下 8 个必修科目(共 24 个学分)及 2 个选修科

目(共 6 个学分)：
• 金融专业讲座
• 公司金融学
• 金融计量经济学

• 投资学
• 衍生工具及风险管理
• 固定收益证券

• 国际金融管理
• 高级公司金融学
• 其余为 2 个选修科目

■ 理学硕士（金融工程学）课程

学员需修毕 30 个学分,共 10 个科目,包括以下 8 个必修科目(共 24 个学分)及 2 个选修科

目(共 6 个学分)：
• 金融专业讲座
• 公司金融学
• 金融随机演算

• 投资学
• 衍生工具及风险管理
• 固定收益证券

• 期权价格理论
• 金融计算机应用建模
• 其余为 2 个选修科目

■ 理学硕士（应用经济学）课程

学员需修毕 30 个学分,共 10 个科目,包括以下 7 个必修科目(共 21 个学分)、

3 个选修科目(共 9 个学分)：
• 高级计量经济学
• 高级微观经济学
• 经济增长及发展

• 高级宏观经济学
• 应用经济学专业讲座

• 国际金融
• 高级国际贸易

• 3 个选修科目,包括:
微观经济学专题﹑宏观经济学专题﹑计量经济学专题﹑其他(最多 2 个)自选科目



经济及金融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工作前景 

理学硕士（金融学）/（金融工程学）课程 

香港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 跨国银行及财务机构林立, 对金融及财务等专业人才的需求一

向十分殷切。多年来本课程为香港银行、金融、财务及相关行业培训出不少精英, 其中很多毕

业生已在财经界获得骄人成就。 

理学硕士（应用经济学）课程 

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 不少全球知名的大企业都在此设立区域性公司总部, 对具有理学硕士

（应用经济学）学位的专业人士需求殷切。近年香港政府亦鼓励世界各地的经济学专才来港工

作, 譬如从事经济研究与分析、投资顾问、研究策划与企业发展及担任私人公司或公营机构经

济师等职位。 

申请资格 

申请人须具有认可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如申请人毕业于非英语教学的大学, 需提供英语能力证
明, 如 TOEFL﹑IELTS 等。理学硕士（金融学）/（金融工程学）这两个课程理论与应用并重,
并强调数量化技巧和专业知识。申请人如有相关工作经验可获优先考虑。理学硕士（应用经济
学）课程亦重视理论与应用。具有任何学科的认可大学本科学位, 成绩优异与数理基础良好者, 
可获考虑。 

注: 欢迎提交 GMAT 或 GRE 成绩,尤其应届毕业生可增加被录取机会。

申请手续 

课程均可经网上申请, 详情请浏览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programmes/postgrad/ProgInfo 

课程查询 

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

香港九龙达之路 83 号 
电话 ： (852) 3442 9583 
电邮 ： ef.pg@cityu.edu.hk 
网址 ： http://www.cb.cityu.edu.hk/ef/ 

根据《QS 建校未满 50 年全球 50 所最佳大学排名 2020》, 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 4 位。 

根据《THE 亚洲大学排名 2019》, 香港城市大学名列亚洲顶尖大学排名第 15 位。 

根据《QS 世界大学排名 2020》, 香港城市大学名列世界顶尖大学排名第 52 位。

根据《美国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大学排名 2010-2016》, 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学研究名列世界

第 47 位及亚洲第 3 位。

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2019》, 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学排名第 44 位。

根据《US News & World Report 2019》, 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学及商学排名第 67 位及亚洲第 4 位。 



资讯系统学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学系简介
在新的经济模式中，有竞争及增值能力是从业人员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香港城市大学资讯

系统学系的多个博士、硕士及学士学位正是为了满足学员的自我增值以适应新的经济和竞争

环境而设定的。这些学位主要是环绕着科技、管理及企业变迁而设计的。通过学习，学员能

够有效地评估企业新的商务机会、了解全球化如何影响企业的发展、学会利用崭新的资讯科

技取得竞争中的优势和有效地改革企业的架构及工作流程。该系的主要特色如下：

 规模宏大 ：香港城市大学资讯系统学系是香港最大，亦是世界同级大学中规模最大

之一

 研究卓越 ：研究论文在全世界资讯系统学系中排前五名

 教学出众 ：资讯系统学系是香港城市大学唯一的学系能够获十一次校内的 “周年杰

出教学奖” 
 师资蜚声国际 ：二十多位国际资深学者受聘任教

 教学方式 ：英语环境，西方大学的授课方式

 光明前途 ：大部分内地毕业生都可以在香港就业，发展机会良好

硕士学位课程简介
硕士学位课程（MScBIS, MScEBKM, MScBDA-ISM）这些课程的设计具有相当的弹性。学员可以选择为期一年的

全日制课程(本地生或非本地生)或两年的兼读课程(本地生)去切合个人的需要。 

学费 ： 非本地生每学分為港币 6,200 元* (大约人民币 5,580 元)，最少需要 30 个学分。 
 MScBDA-ISM 非本地生每学分為港币 7,200 元 (大约人民币 6,480 元), 最少需要 30 个学分。 

英语要求 ： TOEFL 成绩 (笔试 550 分；托福新版紙笔考试 59 分；互联网考 79 分)；或 IELTS 6.5 ；或通

过中国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旧制）或符合个别课程要求之 CET-6 分数（新制）；或具有同

等的英语水平。

*有待审批

■ MSc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理学硕士 (商务资讯系统)

信息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基于信息技术的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事业单位管理的基本要求。

商务资讯系统理学硕士是为有志掌握商务信息管理的精英而设计的。该硕士有两个培养方案。培养方案 A 是为

非计算机以及信息类背景的人员学习现代信息系统的开发，运用及管理技能。培养方案 B 是为计算机以及信息

类专业的人员学习有关金融，会计等商业知识及基于信息技术的管理技能。

申请人的基本要求：

培养方案 A ：具有认可大学非计算机以及信息类专业学士学位。 
培养方案 B ：具有认可大学计算机以及信息类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MScBIS 负责人 ：Prof. Yulin Fang 方钰麟教授 (PhD/Western Ontario) 
 Prof, Juan Feng 馮娟教授 (PhD/Pen. State) 

电邮 ：ylfang@cityu.edu.hk; juafeng@cityu.edu.hk 
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is/msbis/ 



资讯系统学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 MSc Electronic Busines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理学硕士 (电子商业及知识管理)

我们正处于一个资讯及通讯科技高度发达的年代，电子商业的发展为知识管理的应用创造了

条件。电子商业的专业人员需要了解及掌握的并不只局限于如何通过资讯及通讯科技完成整

个交易的过程，他们还需要确切的了解电子商业及知识管理为整个商业环境、供应链、企业

的基本建设及其形式所带来的转变。此学位课程是为有志从事电子商业及知识管理的精英特

别设计的。课程包括了充实的课题，并有一群优秀的教授寓教于乐，让学生能够精确把握商

业机会并懂得如何让公司可持续发展。

申请人的基本要求：

(1) 具有认可商务或管理类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士学位

(2) 懂一些计算机基础知识

(3) 最好具有两年或以上的工作经验

MScEBKM 负责人 ：Prof. Robert Davison 戴维逊教授 (PhD/CityU) 
电邮 ：isrobert@cityu.edu.hk 
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is/msebkm/ 

■ MSc Business and Data Analytics –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concentration
理学硕士 (商业数据分析-资讯系统管理主修)

此课程是为对学习商业数据分析及商业资讯管理有兴趣的商科、理科或文科毕业生所设计。课程旨在培育卓越商

业数据分析及管理专业人才，既善于最新商业数据分析理论及技巧，亦能掌握实际应用情况。毕业生可选择从事

以下工作，例如商业分析师、商业智能顾问、数码市场营销经理等。

申请人的基本要求：具有认可大学本科学士学位

MScBDA-ISM 负责人 ：Dr. Raymond Lau 刘耀强博士 (PhD/Q’ld U.T.) 
电邮 ：raylau@cityu.edu.hk 
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is/msbda/ 

课程查询
香港城市大学 资讯系统学系

香港 九龙塘 达之路 83 号 
刘鸣炜学术楼六楼

电话 ： (852) 3442 8521
传真 ： (852) 3442 0370
电邮 ： isgo@cityu.edu.hk 
网址 ： http://www.cityu.edu.hk/is/ 

http://www.cityu.edu.hk/is/


管理学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文学硕士 (环球企业管理)
Master of Arts in 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 (MAGBM)

培养目标

近年来，环球企业环境和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变化神速，这意味着企业实务管理者

迫切需要获得新的知识以应付日益变化的企业环境。无论环球贸易模式是向区域

化方向发展还是向环球化方向发展，现代科技都会持续推动环球性的企业实践和

业务技术的标准化。因此，我们所提供的学位课程将致力于：

 讲授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企业运作所必需的

各种独特观点和技能；

 帮助学生发展其高水平地整合环球企业关键职能的技能。

上述目标反映了国际企业管理者对理解和处理各种问题的需要，如国际创业与企

业家精神、国际商务管理、战略管理、跨文化沟通、亚洲商务运营、国际财务、

多元文化中人与人的冲突，以及如何做出最佳决策等问题。

报名条件

必须具有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具备以下条件者优先录取：

 在国际企业管理或与中国有关的领域拥有三年以上管理和（或）专业经验；

或

 其学历与企业管理或相关专业有关，并拥有两年以上管理和（或）专业经验。 

课程负责人

陈子光教授，博士学位(名古屋 Nagoya 大学)、心理学理学士及教育硕士学位(杭州

Hangzhou 大学 (已并入浙江大学))。 

联系电话 ：(852) 3442 7892 
电邮 ：mgzgchen@cityu.edu.hk 
网址 ：http://www.sgs.cityu.edu.hk/programme/P07 



管理学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理学硕士 (组织管理学)
Master of Science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MSOM)

培养目标

如何发展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应对日益变化的商业环境是企业经营者和高级

经理人员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组织管理能力的核心是高素质工作队伍的

灵活性、适应性和高效性。

我们的课程旨在为管理者提供培养、保留和管理下属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提高

管理者实现企业目标的能力。本课程从战略和组织行为的基础课入手，提供理解

组织和员工的基础知识。关键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将集中在有关领导、协作、沟通

和员工敬业度等科目中讲授，并以人力资本和组织变革两个综合性课程为总结。

 焦点独特：本课程着重关注构建组织目标和员工行为之间的桥梁。

 创新性教学：本课程同时运用传统学习和户外学习，以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经验分享式学习：本课程强调通过同学之间的经验交流来学习。

报名条件 

申请者应具有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申请人无需具有工作经验，如有者

佳。毕业于非英语授课的大学的申请者还必须符合有关英语能力方面的要求。 

联系电话 ：(852) 3442 7892 
电邮 ：mgtony@cityu.edu.hk 
网址 ：http://www.sgs.cityu.edu.hk/programme/P19 

课程查询

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系

香港九龙达之路 83 号 
电话 ： (852) 3442 7892
传真 ： (852) 3442 0309
电邮 ： mgtony@cityu.edu.hk 
网址 ： http://www.cb.cityu.edu.hk/mgt/ 



市场营销学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学系简介 

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系成立于 1997 年，现有教师 27 名，包括 1 名讲座教授、5

名教授、3 名副教授、13 名助理教授，3 名特任讲师及 2 名导师。市场营销学系自成

立以来发展非常迅速，在教学和研究领域方面都拥有自己的特色。本学系设三个本科

专业：市场营销、中国企业管理和营销资讯管理。自 1997 年起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

究生，现每年招收大概 180 名市场营销学本科生和 2-4 名哲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本

学系从 2009 年起开办市场营销理学硕士课程至今，已招收了约 1,000 名来自香港、中

国内地、北美、欧洲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学生。

■ 理学硕士 (市场营销学)

课程简介 

本课程致力全方位培育营销企业家及复合型营销专业人才，课程内容包括：(1) 教导

学员掌握最新的营销知识和分析技巧，并用国际视野审视现代营销战略；(2) 教导学

员运用最先进的分析工具分析复杂的商业环境，继而作出合理的营销决策；(3) 培养

学员具有社会良知及营销道德标准；(4) 与香港及国际机构合作，为学员提供一个实

习机会，运用课堂所学的知识，进行市场营销咨询技能和项目训练。学员团队透过为

公司解决实际的市场营销课题，可以在团队协作的基础上做出更合适的营销决策。

修毕本课程的毕业生能够灵活运用先进的营销知识和技术，胜任各种跟市场营销相关

的工作，进一步在众多的香港及国际机构里拓展事业。从事的领域包括营销管理、广

告策划、市场研究、销售推广、商业咨询等，同时亦可选择继续深造，修读市场营销

哲学博士学位课程。

课程教学人员 

本课程的教学团队是一支具丰富经验、创新精神及活力充沛的师资队伍。我们致力为

学生提供最理想的成才环境。本课程团队有 22 位资深教授，他们的博士学位均在美

国、加拿大、欧洲及香港知名大学取得，拥有多年的市场营销教学经验，从事的研究

与教学领域高度相关。教授们研究成果显著，发表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同时还从事企

业咨询服务，从而能让学生既掌握市场营销概念又懂得如何学以致用。本课程也邀请

本地及海外知名的企业家分享他们的丰富的市场营销实战经验。



市场营销学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课程对象

此课程适合以下人士：

• 对市场营销学感兴趣或计划在此领域进一步发展的人士；

• 欲提高分析技能以制定有效营销决策的人士；

• 准备在学术上继续深造的人士，例如市场营销学博士学位；

• 在某一专业领域有深厚资历（如金融、工程等），亦希望借增强对顾客行

为的理解，而获得更多市场机遇及扩展业务的人士。

修读科目 （每科3个学分） 

必修科 

（共 18 个学分） 
选修科＃ 

（最少 12 个学分∕4 个选修科） 
市场营销策略及计划 市场营销实践：技能与项目 

应用市场营销研究 中国文化与市场营销

消费者∕购买者行为学 金融服务营销

品牌营销 全球营销

资料库市场营销: 模式与分析 整合营销传播

市场营销工程与应用 策略零售管理 

网络营销 

客户关系管理 

博弈论和营销战略 

社交媒体营销 

高级市场营销实践 
＃
注 1： 可选修其他由本校商学院学系提供的修课式硕士课程学科。（需获课程总监批

准及不得超过 3 个学分） 
＃
注 2： 选修科目表会按实际学员需求及教职员分配而提供。

课程查询

地址： 香港九龙达之路 83 号 
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系

电话： (852) 3442 4270
传真： (852) 3442 0346
电邮： mscmkt@cityu.edu.hk 
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mkt/msmkt/ 



管理科学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学系简介
自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中国企业全球化一日千里﹐各行各业的公司或机构﹐不论大小规模﹐均受
到影响。新一代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商业分析技能﹐才能处理有关商务的发展､策划､营运及管理等
种种复杂问题。管理科学系的教学课程﹐正是针对公司业务及管理中对现代数量分析的需要；本
学系更配合工商界﹐进行了多项策略研究﹐例如反映香港住宅物业价格变动的权威指标—中原城
市指数﹐便是本系与业界合作创建的成果。

城大管理科学系于亚太区同类学系中最具规模﹐拥有三十多位教授﹐大部份教授毕业于美国、加
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著名学府﹐而且有多年在本地及海外教学与咨询经验。教授们的研究领域
非常广泛﹐充分体现了本系的科研文化及专业特长﹐在众多的国际知名杂志上都有他们的论文发
表。我们一直与工商界紧密合作﹐研究各种商业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法。无论在本地或国际性的咨
询和高级行政人员培训工作﹐我们的教职员都有广泛的工作经验。我们在课程内采用业界广泛使
用的 ERP 软件 (SAP) 和数据挖掘软件 (SAS)﹐培养学员的实战能力﹐因此毕业生广受业界的欢
迎。 

课程简介
本系提供两个硕士课程﹐包括理学硕士 (商业及数据分析(工商数量分析专修范畴)) (MScBDA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Business Stream) 及理学硕士 (营运与供应链管理) (MScOSCM)。 而这两
个硕士课程皆采用学分制﹐毕业的最低要求是取得 30 学分。完成整个课程一般为一至两年。 

 理学硕士 (商业及数据分析(工商数量分析专修范畴))
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d Data Analytics (MScBDA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Business Stream)

商业及数据分析理学硕士（MScBDA）课程旨在培育学生具备商业数据分析的专业知识，课程以
主动学习模式，教授一整套数据分析理论，方法和技术，科目包括应用统计学，大数据管理，资
料探勘和社交媒体分析等。

商业及数据分析理学硕士（MScBDA）课程目前主要分为两个专修范畴：信息系统管理（ISM）和
工商数量分析（QAB）。MScBDA（QAB）课程，已取代了管理科学系在 2020/2021 年之前提供
的 MScQAB 课程。

许多年轻的香港经理们可能认识到，他们所接受的大专教育并未能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训练来应付
当今复杂的管理问题所需要的严谨分析技能。工商数量分析硕士课程正是为提供现代数量分析技
术而开设的﹐有助于识别､规划与分析来自工商业和公共部门各管理层面的问题。

随着香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分析技能的人士将会在改善迅速扩张的服务机构的效率与
效能方面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工商数量分析硕士课程将会教授一整套数量分析方法﹐包括资料
深勘､市场营销研究､预测分析与财经模型等科目﹐并基于该领域的实际经验与知识﹐采用工商智
能的观点来授课。配合相关软件包的使用﹐本课程将会强化学生对所传授的概念､方法与过程的理
解。

核心科目
统计数据分析﹐应用线性统计模型及资料探勘。

选修科目
从下述科目中选修 4 个科目：决策分析﹐商业预测方法﹐经济与金融中的统计学模型方法﹐市场
行销的预测模型方法及商学院的选修课(不多于两科)。

课程学费
2020-2021 年度的学费为每学分港币 7,200 元﹐总学费为港币 216,000 元。 



管理科学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申请资格
申请报读本课程者需拥有认可大学的荣誉学士学位或相等学历。如申请人毕业于非英语教学的大
学﹐需要同时符合城大英语水平要求。

 理学硕士 (营运与供应链管理)
Master of Science in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ScOSCM)

现代企业的竞争是关乎企业营运效率的竞争、关乎企业供应链直接的竞争。营运与供应链管理课
程是香港信誉卓著的聚焦营运与供应链管理的课程，过去十年来为业界培养了大批专才。本课程
既着眼于培养学员逻辑思维和商业视野，也致力于打造学员量化分析的能力。在本课程中，学员
将学习所有与企业运作管理有关的各种技能，同时放眼全局，发现所在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商机，
为企业挖掘创造最大的价值。

通过学习，您将会具备以下知识：采购管理，生产规划，物料计划，库存管理，物流运输；跨部
门合作的技巧；高效的供应链和物流管理的信息技术；通过利用各种电子商务技术，如电子数据
交换（EDI）和互联网来管理信息流，以提高贸易效率和维持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最重要的，本
课程教会学员以一种全新的视野去审视公司的运作管理，致力于培养学员的整体思维与大局意识。 

核心科目
管理决策建模﹐基于 Excel 和 R 的预测分析﹐营运管理和供应链管理。 

选修科目
从下述科目中选修 6 个科目： 
服务质量管理﹐业务流程建模与仿真﹐电子表格辅助的商业分析﹐电子物流及企业资源规划﹐项
目管理﹐运输物流﹐策略采购﹐项目实习(等于两个科目)，供应链管理高级案例分析及商学院的
选修课(不多于两科)。

课程学费
2020-2021 年度的非本地生学费为每学分港币 6,200 元﹐总学费为港币 186,000 元。 

申请资格

申请报读本课程者需具有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申请人如有相关工作经验可获优先考虑。

如申请人毕业于非英语教学的大学﹐需要同时符合城大英语水平要求。

进一步的查询
有关学术或学业方面的进一步查询，可以联络：

香港九龙达之路 83 号 
香港城市大学 商学院 管理科学系

传真：(852) 3442 0189 
互联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ms 

理学硕士 (商业及数据分析(工商数量

分析专修范畴)) 课程主任 
理学硕士 (营运与供应链管理) 课程主任 

温子坚教授 虞义敏博士

电话：(852) 3442 7146   电话：(852) 3442 4781 
电子信箱：msawan@cityu.edu.hk 电子信箱：yiminyu@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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