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來可從事的行業
• 銀行及金融服務
• 會議及展覽
• 酒店
• 保險
• 物流

升學例子
• 市場營銷
• 物業管理
• 零售及銷售
• 旅遊

鄺祖謙

服務管理高級文憑畢業生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全球供應鏈管理（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服務管理高級文憑課程提供多元化的選修科，讓
我可以選修與物流相關的科目，啟發了我對物流及
供應鏈管理的興趣，並將服務管理及物流兩方面的概念及技巧融
會貫通。此外，我也參觀了大型連鎖店的倉庫，了解它的日常運
作，擴闊了我的視野。總括而言，這課程的內容實用及理論兼備，
加深了我對商業世界的了解。 」

實習分享
廖嘉敏

服務管理高級文憑學生
實習職位：港鐵顧客服務大使

Associate Degree and Higher Diploma Programmes in Business

「為期 10 週的實習十分難忘，我學到一些應變技
巧，並懂得與不同顧客溝通。我非常感謝同事及上
司教我很多實用技能，相信日後踏足社會工作時能
夠派上用場。」

*HKCC 一共提供 12 項工商業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此單張集中介紹其中四項。餘下課程的詳情，請瀏覽：www.hkcc-polyu.edu.hk/prog。

課程網頁：www.hkcc-polyu.edu.hk/prog/hd_svm

工商業副學士（金融）
Associate in Business (Finance)

畢業生升學記錄
HKCC 工商業副學士（金融）課程、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課程、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課程，以及服務管理高級文憑
課程畢業生升學選擇眾多，出路廣泛，下列“ ”為曾經取錄這四項課程畢業生的部分學士學位課程。資料只供參考，並不代表相關
院校現時或日後仍開辦這些課程，同學應向個別院校查詢最新的課程資料。
FIN

LM

香港理工大學
BA (Hons) in English for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BA (Hons) in Fashion and Textiles
BBA (Hons) in Accountancy
BBA (Hon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BA (Hons) in Aviation Management and Logistics
BBA (Hons) in Financial Services
BBA (Hons) in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BA (Hons) i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
BBA (Hons) in Marketing
BEng (Hons) in Product Engineering with Marketing
Broad Discipline of Computing - BSc (Hons) in Computing /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Sc (Hons) in Applied Ageing Studies
BSc (Hons) in Convention and Event Management
BSc (Hons) in Enterprise Engineering with Management
BSc (Hons) in Hotel Management
BSc (Hons) in Hotel Management (Self-finance)
BSc (Hons) in Investment Science
BSc (Hons) in Logistics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BSc (Hons) in Property Management
BSc (Hons) in Tourism Management
Double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ngineering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BA/BA (Hons) in Business
BA (Hons) in Business (Finance)
BA (Hons) in Busines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BA (Hons) in Busines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A (Hons) in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A (Hons)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BA (Hons) in Housing Management
BA (Hons) in Market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BA (Hons)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BA (Hons) in Retail and Service Management
BA (Hons) in Travel Industry Management
BBA (Hons) in Accountancy
BSocSc (Hons)
香港城市大學
BA in Creative Media
BA in Integr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BBA in Business Analysis
BBA in Business Operations Management
BBA in Finance
BBA in Global Business Systems Management
BBA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BBA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BBA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apan Studies)
BBA in Marketing

EM

SVM

FIN
BBA in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BEng in e-Logistics and Technology
BSocSc in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
BSocSc in Applied Sociology
BSocSc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BSocSc in Policy Studies and Administration
香港浸會大學
BA in Humanities
BBA – Global and China Business
BBA –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oncentration
BBA – Marketing Concentration
BBA in Finance
BBA i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e-Business Management
BCom in Accountancy
香港樹仁大學
BBA (Hons)
香港中文大學
BSSc in Global Studies
Integrated BBA
香港教育大學
BEd (Hons) (Chinese / GE)
BEd (Hons) (Primary)
BSocSc (Hons) in Global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香港科技大學
BEng in Logistics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香港公開大學
Bachelor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BBA (Hons) i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BBA (Hon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BBA (Hons) in Management
BBA (Hons) in Marketing
BSc (Hons)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香港演藝學院
Bachelor of Fine Arts (Hons) in Dance
恒生管理學院
BBA (Hons) i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BBA (Hons) in Marketing
BBA (Hons)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IN
LM
EM
SVM

-

工商業副學士（金融）
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
服務管理高級文憑

2017年HKCC
整體升學率

查詢
熱線： (852) 3746 0123      傳真：(852) 2994 8721
電郵： ccadmission@hkcc-polyu.edu.hk      網頁：www.hkcc-polyu.edu.hk
地址： 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校園 九龍紅磡紅樂道8號      香港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9號
入學申請組設於理大紅磡灣校園。

香港專上學院為香港理工大學附屬機構，是一間非牟利擔保有限公司。

工商業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2018/19*

PolyUHKCC

LM

EM

SVM

課程編號：8C108-FIN

為何選擇這項課程 ?

香港中文大學

• 2017 年升學率近 94%
• 有機會參加師友計劃
• 參加業界人士講座
• 參觀金融機構

將來可從事的行業

•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綜合課程

金融業主要包括銀行、保險、投資及證券等。香港除了是重要的
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亦是全球主要的證券市場。背靠內地，面
向國際，香港作為地區經濟樞紐的角色愈來愈重要。
HKCC 工商業副學士（金融）課程旨在培訓你將來在金融、銀行、
財務策劃及投資，以及財務分析等行業發展，為你提供全面的通
識及金融專業培訓，助你掌握分析和解決商業問題的能力。你有
機會參加師友計劃及在職實習培訓，參加業界人士講座及參觀金
融機構，藉此了解行業的最新發展。

我會學到什麼 ?
你須於兩年內修讀 20-21 科，包括 12-13 科通識教育科目及 8 科
專業教育科目。以下是部分專業教育科目：
• Financial 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
•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 Introduction to Macroeconomics
•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 Principles of Investments

• 銀行及金融服務
• 財務會計
• 財務策劃及分析
• 庫務

升學例子
黄燊怡

工商業副學士（金融）畢業生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
學士學位綜合課程
「工商業副學士（金融）課程內容既全面又多元化，
除了金融專修科目外，更有其他範疇的商業科目可
供選修。此外，講師與學生亦師亦友，不但十分樂意解答我在學習
上的各種問題，亦會為我的人生給予意見。我也有很多機會探訪不
同工商機構及參加不同主題的工作坊，這些經驗有助鍛鍊我的待人
接物及溝通技巧，並加深我對商業世界的了解。 」

升學機會
香港理工大學
• 會計及金融（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 金融服務（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 投資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
• 工商管理學士（金融）學位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
•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財務學專修

課程網頁：www.hkcc-polyu.edu.hk/prog/ad_fin

立即上網報名

www.hkcc-polyu.edu.hk/admission
For programme information in English, please visit: www.hkcc-polyu.edu.hk/prog

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Associate in Business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課程編號：8C108-LM

升學機會

• 2017 年升學率近 85%
• 畢業生可申請成為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附屬會員及香港航運物流
協會副會員
• 可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豁免部分專業資格考試考卷
• 有機會參加業界人士講座及參觀物流公司
• 有機會參加師友計劃及在物流公司實習，向物流業資深從業員
學習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擁有全球數一數二最繁忙的國際機場及貨櫃港，亦有世界級
的運輸及資訊科技基礎設施，這些優勢令香港成為全球主要物流
樞紐中心，同時對物流業人才的需求也愈來愈大。

• 分銷及配送業
• 製造業及採購業
• 港口
• 運輸行業（如航空公司、航務公司及陸運公司等）
• 倉庫業

• 全球供應鏈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你須於兩年內修讀 20-21 科，包括 12-13 科通識教育科目及 8 科
專業教育科目。以下是部分專業教育科目：
• Financial Accounting
• Fundamentals of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Global Transport and Trade Operation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Introduction to Inventory and Warehousing Management
•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 工學士（電子物流及科技管理學）

將來可從事的行業

升學例子
吳詩穎

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畢業生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
（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課程為同學
安排了很多不同的企業參觀，令我們不只擁有理論
和知識，更了解行業的實際運作。HKCC 的講師十分親切，在課餘
時間也幫助同學解決學習問題及提供升學建議。尤其在香港運輸物
流學會舉行的比賽期間，講師安排了多次練習，加強我們的信心。

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畢業生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會展管理（榮譽）
文學士學位課程
現任職位：項目經理 (SIDA Group, Italy)

•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市場學專修
• 綜合傳播管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 市場學商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將來可從事的行業
• 會議及展覽
• 企業項目策劃 / 參展商
• 展覽策劃公司
• 酒店

「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課程讓我成為有經驗
的項目策劃員。課堂習作都是以真實會展項目作題材，同學需把
整個項目的每一環節，包括計劃、實施、運營及評估，寫成報告，
並向講師及同學詳細匯報。
此外，我在暑假參加了學校提供的實習，在內蒙古工作了三個月，
不但提高了英語和普通話能力，還學懂做人處事應有的態度。
另外，HKCC 講師對行業有深入的了解，為同學提供十分有用的
建議和指導。 」

胡凱欣

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畢業生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會展管理（榮譽）
文學士學位課程

李素儀

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學生
實習職位：拉薩香格里拉大酒店禮賓部大使
「這三個月的實習絕對是畢生難忘的經歷。我不但
能夠應用課堂上的理論，更可體驗當地獨特的風
土人情。感謝 HKCC 給予這次實習機會，亦非常
感激當地員工熱心的教導和協助。 」

「同學在升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時，最擔心
的莫過於升學和就業機會。在 HKCC 學習期間，
多得學院完善的學習設施、講師耐心的教導及濃厚的學習氣氛，
令我能夠專注學習，並達成心願，升讀香港理工大學。
除了校園生活外，這課程還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實習機會，不但讓
我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汲取經驗，更擴闊了我在會展行業內的
社交圈子，從中獲得的經驗和知識，對我將來就業很有幫助。 」

課程網址：www.hkcc-polyu.edu.hk/prog/hd_em

服務管理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Service Management
課程編號：8C121-SVM

為何選擇這項課程 ?

課程編號：8C121-EM

為何選擇這項課程 ?

我會學到什麼 ?

• 2017 年升學率 75%
• 配合中、港、澳地區具前景新行業的需求而設計的課程
• 獲業界支持，全年均有實習機會
• 課程內容以職業為主導

你須於兩年內修讀 20-21 科，包括 5-6 科通識教育科目及 15 科專
業教育科目。以下是部分專業教育科目：

畢業後，你將具備所需知識及技能去統籌、營銷、執行及監控不
同類型的商業項目。

• 工商管理學士（市場營銷）學位課程
• 工商管理學士（服務業經營管理）學位課程
• 整合策略傳播文學士學位課程

我更有機會到香港海事處實習，汲取實戰經驗，對日後升學及求職
甚有幫助。 」

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Event Management

HKCC 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課程助你掌握籌辦展覽、會議、
文化等各類型項目所需的專業工作態度、實用知識及技巧，課程
還涵蓋市場學、商業法律及會計等範疇。課程獲業界大力支持，
全年均有實習機會。

黃敏蓮

• 旅遊業及會展管理（榮譽）理學士學位課程
• 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實習分享

課程網頁：www.hkcc-polyu.edu.hk/prog/ad_lm

香港每年平均舉辦超過 100 項大型展覽，吸引數以百萬計的業內
人士及海外旅客來港參加。而會議展覽業處理的活動涉及很多不
同細節，如場地租務、飲食及物流等；假如舉辦國際會議，有關
人員甚至需要協助安排機位及住宿等。不過會展工作極具挑戰性，
同時亦可以鍛鍊多方面的才能。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我會學到什麼 ?

升學例子

香港城市大學

為何選擇這項課程 ?

HKCC 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課程助你掌握物流
及供應鏈管理的知識和技能，包括全球運輸及貿易運作、全球供
應鏈管理的資訊科技應用、採購知識及運用，以及倉儲管理等。
你不但有機會參加業界講座，參觀物流公司，亦可在物流公司
實習，向資深從業員學習。

升學機會

•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Operations
• Corporate Event Operations
• Event Sales and Marketing
• Special Events Planning
• The Events Industry
• Venue Operations

實習機會
• 香格里拉大酒店（迪慶、桂林、哈爾濱及拉薩）
• 北京嘉里大酒店
• 石家莊希爾頓酒店
• Adecco Personnel Limited
• Manpower Hong Kong

• 2017 年升學率近 69%
• 多元化的選修科，涵蓋不同的服務行業知識
• 參加公司考察，實地了解服務行業的運作
• 參加業界人士講座
服務管理涵蓋多個行業，包括零售及銷售、會議及展覽、酒店及
旅遊、銀行及金融服務、保險、物流等，你會有很多機會跟不同文
化背景及不同要求的客戶接觸，因此，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及技能
外，你亦要懂得聆聽客戶的需要，才可以將服務管理做到最好。

• Quality Management of Service Operations
• Service Marketing

實習機會
• 港鐵
• 宜家家居
• 哈爾濱香格里拉大酒店

升學機會
香港理工大學

HKCC 服務管理高級文憑課程提供多元化的選修科，涵蓋不同的
服務行業知識，助你掌握服務管理、客戶關係管理、零售及銷售
管理等知識及技能，你亦有機會參與實習，參加公司考察及業界
人士講座，深入了解服務行業的運作。

• 全球供應鏈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 航空管理及物流（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 服裝及紡織（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我會學到什麼 ?

• 工商管理學士 ( 資訊管理 ) 學位課程
• 工商管理學士 ( 商業分析 ) 學位課程
• 社會科學學士 ( 應用社會學 ) 學位課程

你須於兩年內修讀 20-21 科，包括 5-6 科通識教育科目及 15 科
專業教育科目。以下是部分專業教育科目：
•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Management
• Retail and Sales Management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市場學專修
•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人力資源管理學專修
• 人文學文學士學位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