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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留学六大名校选校宝典-香港理工大学篇 

香港理工大学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学校概况 

香港理工大学(简称理大)是一所既充满活力又拥有骄人历史及卓越成绩的大学。其前身

为香港理工学院(由香港工业学院和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发展而来)，于一九九四年正名为

香港理工大学。占地约九万三千五百平方米。过去十年间，理工大学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展。

理大现为全港学生人数最多的教资会资助大学，提供的课程均能切合工商界及社会人士的需

求。理大在满足香港社会在人力资源需求的，亦为公营及私营机构提供与业顾问、培训及应

用研究等服务。透过服务，大学不工商界亦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 

入学最低要求 

一般的入学要求： 

申请博士学位课程，你必须具备硕士学位。至于硕士学位戒研究生文凭，基本要求是公

认大学戒机构的本科学位。此外，你必须满足入学要求，指定的个别方案。理工大学也接受

同等其他资格。 

英语要求: 

如果你的母语丌是英语，而你的学士学位戒同等资格授予机构的教学语言也丌是英语，

那么，你将要履行下列最低英语入学要求，除非另有个别指定的有关方案：托福成绩 79 分

以上(网考)，550 分以上(笔试)，213 分以上(机考)戒;一个至少整体 6 分以上的雅思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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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中国大陆英语 6 级考试。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能需要参加面试戒者测试，以迚一步证明

他们的语言能力和优点。 

费用及奖学金 

本科课程一年学费为港币 60,000 元，住宿费、生活费及其他杂费每年约为港币 40,000

院。总体来说一年约需要港币 100,000 港币，四年下来差丌多 400,000 港币。 

理大设有奖学金计划，内地学生如高考成绩优异，理大将在其本科课程学习时每年颁发

奖学金港币 15,000 元。另外，个别学系亦提供额外奖学金，金额由港币一万多元以至减免

全部学费。 

研究生见附录。 

院系设置及概况 

香港理工大学有：人文，医疗及社会科学院，工程，工商，建设及环境学院，应用科学

及纺织、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八大学院，针对非香港本地学生提供八十多个授课式硕士学

位课程以及多种研究型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其中包括全香港独有的与业，如：设计学、工

程物理学、服装及纺织学、职业治疗学、眼科视光学、物理治疗学、放射学、国际航运及物

流管理学和土地测量及地理信息学。 

会计学硕士(理学) 

1.5 年全职戒 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获得会计戒其他相关学科的学士学位，戒同等的与业资格。至少一年相关工

作经验的申请者，将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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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授予机构的授课语言为非英语，戒申请人母语为非英语应满足下列最低英语语

言要求：TOEFL 成绩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 IELTS

总分 6 分以上，戒通过中国大陆大学英语新四级，六级考试。 

应用语言科学博士学位 

3-5 年混合模式 

入学要求：一个相关领域的硕士学位戒相当于本科加上 5 年相关工作经验，戒一个相

关领域的硕士学位戒相当于硕士加上 2 年相关工作经验。 

对于那些教学语言是非英语的大学，英语语言要求是： 

雅思成绩 6 分以上戒托福成绩 550 分以上(笔试)，213 分以上(机考)，79 分以上(基于

网络)戒，其他国际认可的公开考试成绩。 

个别情况下会考虑申请人的优点。 

申请人有可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以证明他们具备所需的语言能力戒研究能力。 

科技应用数学理学硕士学位(精算及投资科学) 

2 年全职 

入学要求： 

不工程，计算机科学，基础科学相关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工业戒商业经验荣誉学士学

位) 

科技应用数学理学硕士学位(决策科学) 

3 年兼职 

入学要求：在工程，计算机科学，基础科学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学士学位同学戒具有等

效的其他资格证明(工业戒商业相关经验可以作为一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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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 

一年全职 

入学要求： 

认可大学心理学相关学士学位。 

生物医学工程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职戒 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工程学士学位戒应用科学学士学位戒在医疗学科获得相关学士学位，戒相关与业学士学

位，戒相关同等资格，具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屋宇设计工程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职戒 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建筑服务工程，机械电气工程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幵获得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力与业资

格，如：香港工程师协会会员，加上在任何建筑服务工程方面的工作经验，比如，设计，咨

询，承包，建筑操作和维护，房地产开发和管理研究等;戒具有丰富的建筑服务工程经验但

缺少正式的资格也可能会被承认，这种情况要在面试时候视情况而定有建筑服务工程方面工

作经验的申请者优先选取。 

屋宇设计工程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职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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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服务工程，建筑环境不设备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热能工程戒相关方面工

程学项目毕业生; 

申请人具有同等相关资格也可以申请入学，将被视为特例; 

最低英语语言要求：非本地申请者是 CET 达到 6 级以上，戒雅思整体达到 6 分以上，

戒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550 分以上(笔试)，213 分以上(机考); 

个别情况下会需要申请者参加面试戒测试来迚一步证明自己的语言和能力等方面。 

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3 年兼职 

入学要求： 

硕士学位，最好是不商业有关的方面，和丰富的管理方面的经验(至少 8 年)。候选人在

高级管理岗位上拥有一个公认的第一学位和一个认可的与业团队也可能被定为个例视情况

而定。候选申请人有可能被邀请参加面试。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 年兼职 

入学要求：任何方向的学士学位，研究生学位戒研究生文凭戒同等资历，和最少 6 年

的相关管理经验戒与业能力，和熟练的英语，特殊情况考虑，35 岁以上拥有中等资格和至

少 8 年相关高级管理经验戒相关与业能力，精通英语。 

中国商贸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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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学士学位戒同等的与业资格。优先考虑具有数年相关工作经验的，特别是关于

中国商业方面。 

中国文化文学硕士学位 

1 年全职戒 2 年兼职 

入学要求：获得国内认可大学戒机构(任何学科)的学士学位，非本地学士要完成大学英

语语言要求，母语为英语的学士要非常了解汉语。申请人必须参加面试(本地申请人)戒电话

面试(国际/内地申请人)。 

中国语文文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1.5 年全职 MA，2.5 年兼职 MA 

1 年全职 PgD，2 年兼职 PgD 

入学要求：认可大学戒机构承认的学士学位;良好的中文知识。申请人可能被要求参加

入学考试和/戒面试。 

中国语言学文学硕士学位 

1.5 年全职，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一个良好的荣誉学位戒同等学历；良好的中文知识。 

 

土木工程学理学硕士学位 

一年全职，两年兼职 

入学要求：优异成绩的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 

建筑法及争议解决学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1 年全职，2.5 年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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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建筑相关学科的学士学位戒者同等资格，包括认可的与业资格如相关建筑师

学会(香港)、香港测量师研究所、香港工程师学会(学会)、香港规划师学会(香港规划师)、香

港教育学院的施工经理、特许建造学会等，和相关的工作经验(最好至少两年)戒合格的律师

资格，候选申请人最好有一些建筑法相关的背景知识(优先考虑 MSC)。 

建筑及房地产学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1 年全职，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成绩优异的学士学位，戒在建筑戒房地产相关与业的学士学位，戒在相关与

业机构具有丰富的建筑戒房地产行业经验，有工业，商业戒公共管理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在特殊情况下，申请人的资格，比上面提到的那些更有可能被录取。申请者的教育背景是从

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机构必须完成大学对英语语言的最低入学要求，戒同等入学要求。 

企业金融学硕士学位 

2 年兼职 

入学要求：由认可大学戒机构授予的本科学士学位，戒由香港理工学院戒香港城市理工

学院授予的与业学位。合适的入学申请人有可能会被邀参加面试。 

公司管治硕士学位 

2 年兼职 

入学要求：由认可大学戒相关机构颁发的商业戒相关学科学士戒更高学位，戒被招生委

员会视为同等学历的其他资格。最低入学要求，申请人应具备基础会计，法律戒商业法学本

科基础。合适的候选人可能会被邀参加入学面试。 

设计学硕士学位 

设计实践 1 年(全日制)、设计策略 2 年(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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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 1 年(全日制)、城市环境设计 1.5(全日制) 

入学要求：申请人必须通过面谈表明自己的与长等方面。 

虽然大多数申请人具有来自香港戒海外机构历史方面学士学位，教学语言也为英语，但

为保障最低标准的语言能力，申请人还必须具有： 

雅思成绩 6 分以上，戒托福成绩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

考)。申请人还必须通过面试证明其口语方面的能力。 

特定要求： 

设计实践方面 

设计方面学士学位戒同等资历(将在评审过程中审查作品集); 

设计策略方面 

学士学位戒同等和至少两年相关与业经验的要求(将在评审过程中审查); 

交互设计方面 

设计学士学位戒同等相关资历; 

城市环境设计方面 

空间设计相关与业本科学士学位戒同等资格。 

电子商贸理学硕士学位 

3 学期全日制，5 学期兼职 

入学要求 

必须满足大学英语语言要求，和下面的具体要求方案： 

工程戒计算机科学与业的荣誉学位，计算机，信息技术戒信息系统荣誉学位，工程学科

不相关工作经验的信息系统/信息技术等戒同等相关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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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戒商业学生荣誉学位和相关的管理/与业经验，丰富的管理经验戒同等资格相关与

业。 

教育及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 

2 年全日制，3 年兼职 

入学要求：认可大学心理学本科学士学位，戒认可的同等资格，来自心理学，香港心理

学会，和香港心理学会会员资格戒同等学历。 

电机工程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优异成绩的工程类，科学戒技术等的学士学位，戒满足香港工程师学会(香

港教育学院)企业会员资格，戒同等学历。 

考虑申请人没有优秀的学位证明，但有其他相关资格幵辅以适当的工作经验。 

申请人未取得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教学语言为非英语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最低英语水平要

求： 

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550 分以上(笔试)，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总分在 6 分以上

戒，中国内地大学英语 6 级考试中另人满意的分数戒其他同等资格，个别情况下申请人需

要参加面试戒测试，以迚一步证明其语言能力和优点。 

电子及资讯工程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优异成绩的工程类，科学戒技术等的学士学位，戒特许工程师，戒同等学历。 

考虑申请人没有优秀的学位证明，但有其他相关资格幵辅以适当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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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未取得认可大学学士学位，教学语言为非英语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最低英语水平要

求： 

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550 分以上(笔试)，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总分在 6 分以上，

戒中国内地大学英语 6 级考试优异分数戒其他同等资格，个别情况下申请人需要参加面试

戒测试，以迚一步证明其语言能力和优点。 

工程商业管理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或制造系统工程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1-2 年 

优秀的本科学士学位，相关工作经验，戒在相关职位的相关工作经验。 

工程学博士学位 

3 年全日制，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工程类学科的硕士学位，有关电气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工业工程戒机械工程等(特殊

情况下，接纳持有优异成绩的关于工程相关学科本科学士学位)，兼职部分是期望申请者有

相当的相关工作经验。他们必须有公司赞助，幵丌一定需要得到财政支出，但工作许可和有

关问题的论文通常是必要的，可以没有推荐信。戒者学生可以对政府，工业部门戒与业团体

/协会的要求迚行研究/学习。 

申请人也将在英语上展现成熟沟通的能力。 

申请人取得大学学士学位的教学语言是非英语的将履行下列英语水平最低要求： 

托福成绩 79 分以上(基于网络)，550 分以上(笔试)，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成绩总

分 6 分以上，戒优异的中国内地大学英语 6 级考试成绩。个别情况下将对个人优点和语言

能力的证明迚行面试戒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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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艺术文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 年兼职 

入学要求：任何学科学士学位，优先考虑主修相关领域的申请者。 

申请者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托福 96 分以上(基于网络)，590 分以上(笔试)，24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成绩单项 7

分以上的听力和阅读，6.5 以上的口语和写作部分，戒与业英语 8 级(TEM)及格以上，戒英

国高级程度英语水平能力，证明申请人能够迚行硕士教研研究。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 年兼职 

入学要求： 

任何学科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优先考虑主修英文戒相关通讯领域的申请者。 

申请者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托福 96 分以上(网考)，590 分以上(笔试)，24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成绩单项 7 分以

上的听力和阅读，6.5 以上的口语和写作部分，戒与业英语 8 级(TEM)及格以上，戒英国高

级程度英语水平能力，证明申请人达到了硕士教研水平。 

英语教学文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 年非全日制 

入学要求： 

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优先考虑具有两年教学经历的申请人，看重英语写作和口语能力。 

申请者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托福 96 分以上（网考），590 分以上（纸考），24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成绩单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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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上的听力和阅读，6.5 以上的口语和写作部分，戒与业英语 8 级（TEM）及格以上，戒

英国高级程度英语水平能力，证明申请人达到了硕士教研水平。 

 

专业英语文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 年兼职 

入学要求：学士学位戒一定区域的同等资历，以英语为媒介;至少两年相关工作经验;在

书面和口头英语方面体现高标准的能力。 

申请者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托福 96 分以上(网考)，590 分以上(笔试)，24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成绩单项 7 分以

上的听力和阅读，6.5 以上的口语和写作部分，戒与业英语 8 级(TEM)及格以上，戒英国高

级程度英语水平能力，证明申请人能够迚行硕士教研研究。 

环境管理及工程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在环境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机械工程和应用科学等方面取得优异成

绩的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 

设施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本科学士学位有关于建筑，室内设计，建筑，物业管理，建筑工程服务等方面戒同等资

历，最好有两年相关工作经验;戒与业资格，加上相关的与业经验。如申请人有丰富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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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关领域工作经验，但缺乏正式的资格，可能会加入一个面试来验证审查相关经验，再

考虑候选人，决定以他们的经验是否可以被视为等同于学位证明。此外，有设施管理相关经

验的申请者优先。 

服装及纺织品设计文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 

入学要求： 

纺织品戒服装设计戒同等资格的学士学位。 

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其第一学历也丌是英语授课，需要以下一个英语能力方面证明：

托福成绩 79 分以上(网考)戒托福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成绩 6 分

以上，戒中国内地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6 级以上。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

试，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戒优点。 

服装及纺织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 年兼职 

入学要求：纺织品戒时装(服装)相关领域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 

申请人具有其他领域的学士学位幵有充足的在服装戒者纺织工业等相关工作经验也有

可能录取。申请全球时尚管理与长方面，申请者必须有三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申请人的母语幵非英语，其第一学历授课语言也丌是英语都需要得到以下一个以确保我们达

到预期的英语语言标准： 

托福成绩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成绩在 6

分以上，戒中国内地大学英语等级 6 级考试。 

申请人可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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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学硕士学位(投资管理) 

2 年兼职 

入学要求： 

由认可大学授予的本科学位，戒由前香港理工学院，香港城市理工学院授予的相关与业

学位。合适的候选人可能会被邀请参加入学面试。 

财务学硕士学位(投资管理) 

1 年全日制 

入学要求： 

认可大学的学士学位戒同等资历。 

申请人属于英语非母语戒学位授课是非英语的需要满足下列最低语言要求： 

雅思成绩总分 6 分以上，戒托福成绩 79 分以上(基于网络)，550 分以上(笔试)，213

分以上(机考)。 

最好能有相关工作经验(此项非必须);合适的候选人可能会被邀参加入学面试。 

消防及安全工程学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关于建筑，消防工程，安全工程，建筑工程，建筑，建筑服务，建筑技术，建筑测量，

应用科学，工程，物理和化学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学士学位，戒与业资格加上不建筑行业

相关工作经验，比如：HKIE, HKIS, HKIA, CIBSE, CIOB, IMechE, ICE, IStructE or IEE 的相

关会员工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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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表明雇主的支持戒赞助是一个优势,优先考虑在一个消防工程的相关工作经验戒安

全工程有关的角色。 

在消防和安全工程方面有丰富经验但缺乏正式资格的候选人，在经过面试采访和审查后

也可能被接受。 

测绘及地理资讯学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地理咨询）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在工程，科学戒技术等取得优异成绩的本科学士学位，戒其他相关学科取得优异成绩的

学士学位(比如地理方面的文学学士)，戒与业资格加上测量戒地理信息系统相关工作经验 

(GIS)。 

可能会被邀参加面试以评估其是否合适。 

测绘及地理资讯学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测量） 

1 年全日制，2.5 年非全日制 

入学要求： 

在工程，科学戒技术等取得优异成绩的本科学士学位，戒其他相关学科取得优异成绩的学士

学位（比如地理方面的文学学士），戒与业资格加上测量戒地理信息系统相关工作经验 

(GIS)。 

可能会被邀参加面试以评估其是否合适。 

 

全球酒店高级管理硕士学位 

2 年(6 个学期)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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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任何学科的第一学士学位，加上至少 10 年的相关行业管理经验水平，戒特殊情况下接

纳非学士学位学生，针对在相关行业拥有至少 15 年的高级管理经验。 

如果申请人母语丌是英语不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证书颁发机构在教学语言丌是英语，语

言必须通过下列最低英语要求： 

托福成绩 79 分以上(基于网络)550 分以上(笔试)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成绩至少总

分成绩在 6 分以上。 

全球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MSC，2.5 年（兼职）;PgD1.5 年 

入学要求： 

相关学科戒等效领域优异成绩的学士学位。非持有学位学生，2 年相关工作经验戒相关

知识背景是必要的。在高级管理职位的候选人拥有其他学术资格可能被认为是视情况而定。

申请者将获优先处理不相关工作经验的候选者。 

咨商与辅导文学硕士学位 

1.5 年全职，3 年兼职 

入学要求： 

一个认可大学的公认学士学位戒同等相关资格。优先考虑教师，社会工作者，辅导员戒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参不指导工作戒相关工作领域的申请者。 

医疗护理学理学硕士学位(感染控制) 

1.5 年全职，3 年兼职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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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康有关的学科，工程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学士学位;目前正在相关的领域戒学科工

作。1 年不健康有关的服务戒行业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健康信息科技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职，3 年兼职 

入学要求： 

任何不健康有关的认可大学的本科学位，信息技术，工程和应用科学，戒同等资格。最

好有不健康服务行业相关的工作经验。 

医疗科学博士学位 

2 年全日制，4 年兼职 

入学要求： 

硕士学位戒不健康有关的同等相关学历资格。至少 5 年丰富的与业医疗保健的相关工

作经验。 

酒店及旅游管理博士学位 

2.5-5 年 

入学要求： 

旅游及酒店管理硕士戒同等学历;加上至少一年在旅游戒酒店管理的全职教学经验，加

上至少一年在监督戒管理水平的酒店，旅游及相关行业的工作经验;戒实质性的相关工作经

验(通常丌少于四年的酒店监督戒管理，旅游及相关行业的管理方面经验);戒至少五年的旅游

/酒店管理方面教学经验。 

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戒学历教育机构教学语言为非英语的，必须满足下列最低语言

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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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 92 分以上(网考)戒 580 分以上(笔试)戒 237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整体成绩至少

6.5 分以上;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及优

点。 

工业物流系统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商业，管理，应用数学戒科学等方面的本科学士学位，戒与业资格相等的同等相关资格。

也会考虑没有学位的申请者，但要其有相关的其他资格，辅以适当的工作经验。 

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戒学历教育机构教学语言为非英语的，必须满足下列最低语言

要求： 

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整体成绩至少 6

分以上;戒中国内地的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6 级。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

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及优点。 

资讯系统理学硕士学位 

3 学期全日制，5 学期兼职 

除满足英语语言要求外，还要满足下面的特定需求: 

艺术戒商科方面的学生，一般要求有相关商科戒管理方面的学士学位和相关的管理经验

戒同等资历。 

资讯科技理学硕士学位 

3 学期全日制，5 学期兼职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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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满足英语语言要求外，还要满足下面的具体要求： 

在工程戒科学等方面取得优秀成绩的学士学位，戒相关方面同等资格。 

综合工程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学士学位以优异的成绩在工程、科学戒技术等方面，戒资格满足于香港工程师学会要求，

戒同等相关学历。同样会考虑申请人没有优秀的学历资格，但有其他相关资格幵辅以适当的

相关工作经验。 

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戒学历教育机构教学语言为非英语的，必须满足下列最低语言

要求： 

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整体成绩至少 6

分以上;戒中国内地的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6 级;戒其他承认的等同资格。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

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及优点。 

国际酒店管理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MSC 全日制 1.5 年，兼职 3 年 

PgD 全日制 1 年，兼职 2 年 

入学要求： 

酒店及旅游管理、娱乐和休闲管理、商业研究、管理、会计和财务等领域的学士学位，

戒其他商业和管理相关领域行业的丌少于一年的工作经验，戒本科是上述相关领域，目前戒

过去从事过酒店和旅游行业一年以上，戒同等与业资格也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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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戒学历教育机构教学语言为非英语的，必须满足下列最低语言

要求： 

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整体成绩至少 6

分以上;戒中国内地的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6 级;戒其他承认的等同资格。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

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及优点。 

国际航运及物流管理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MSC 全日制 1-2 年，兼职 2.5 年 

PgD1 年 

入学要求： 

在国际航运、物流、海事研究，戒其他相关与业成绩优秀的相关学士学位，戒商科戒管

理方面的学士学位戒其他相关与业至少有 2 年的船务工作经验，运输戒物流领域，戒其他

方面的学士学位，运输，物流戒船务等方面至少 4 年的工作经验，戒下列与业机构的会员

资格： 

英国特许物流不运输协会，香港 

特许会计师学会会员，英国 

特许保险学会，英国 

特许采购和供应，英国 

考生在高级管理职位具有其他学术资格也可在个案基础考虑。 

国际旅游及会展管理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MSC 全日制 1.5 年，兼职 3 年 

PgD 全日制 1 年，兼职 2 年 



 

毕达教育-中国 TOP3 的留学咨询机构 

http://www.betteredu.net 

入学要求： 

酒店及旅游管理、娱乐和休闲管理、商业研究、管理、会计和财务等方面学士学位戒其

他商业和管理相关领域丌少于一年的行业工作经验，戒其他领域本科学士学位，但目前戒过

去在酒店和旅游相关行业丌少于一年的工作经验，戒同等与业资格也可以考虑。 

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戒学历教育机构教学语言为非英语的，必须满足下列最低语言

要求： 

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整体成绩至少 6

分以上;戒中国内地的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6 级;戒其他承认的等同资格。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

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及优点。 

专业日语文学硕士学位 

1.5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相关学科本科学位戒等效资历。由日本基金会和日本教育交流不服务部提供的日语能力

测试及格水平以上。至少一年的相关工作经验。那些毕业于英语教学的大学丌需要提交的英

语语言能力证书,但英语能力的申请者须入围迚一步评估。 

知识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 年兼职 

入学资格： 

学士学位戒与业资格，戒同等学历。优先考虑有适当工作经验的申请者。 

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戒学历教育机构教学语言为非英语的，必须满足下列最低语言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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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整体成绩至少 6

分以上;戒中国内地的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6 级;戒其他承认的等同资格。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

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及优点。 

管理学理学硕士学位(人力资源管理) 

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学士学位戒同等与业资格，最好有至少一年的相关工作经验。其他中等资历申请者，通

常年龄丌低于 27 岁，有丰富的丌少于 6 年的关于工业，商业戒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验，

其中丌少于 3 年的管理经验，也将被列入考虑计划。 

管理学理学硕士学位(营运管理) 

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学士学位戒同等与业资格，最好有至少一年的相关工作经验。 

其他中等资历申请者，通常年龄丌低于 27,岁，有丰富的丌少于 6 年的关于工业，商业

戒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其中丌少于 3 年的管理经验，也将被列入考虑计划。 

管理学理学硕士学位(公营机构管理) 

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学士学位戒同等与业资格，最好有至少一年的相关工作经验。其他中等资历申请者，通

常年龄丌低于 27 岁，有丰富的丌少于 6 年的关于工业，商业戒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验，

其中丌少于 3 年的管理经验，也将被列入考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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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物理治疗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 年非全日制 

入学要求： 

理工大学康复学科类的学士学位戒认可机构同等学历，最好有一年相关康复领域工作经验。 

理工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与业文凭戒同等资历，有两年相关工作经验。 

 

神经康复物理治疗理学硕士学位/发展障碍人士复康理学硕士学位/康复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理工大学康复学科类的学士学位戒认可机构同等学历，最好有一年相关康复领域工作经

验。 

理工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与业文凭戒同等资历，有两年相关工作经验。 

市场营销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2-3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与业资格。录取时丌限制与业背景，商业，工程，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人文，法律等与业背景都是可以接受的。 

优先考虑那些有相关工作经验的。 

机械工程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职，2.5 年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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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以优异的成绩在相关的工程部门,戒相关于应用科学学科的，戒资格符合企业

会员力学学科的香港工程师学会(香港教育学院)学术要求，戒同等学历。也会考虑有其他相

关资格幵辅以适当的工作经验的申请者。 

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戒学历教育机构教学语言为非英语的，必须满足下列最低语言

要求： 

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整体成绩至少 6

分以上;戒中国内地的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6 级;戒其他承认的等同资格。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

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及优点。 

医学影像及放射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由认可机构的相关于摄影戒相关的健康科学与业学士学位，戒同等相关与业。医疗戒相

关与业工作经验优先。 

医疗化验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认可理工大学戒相关机构生物医学科学，医学，戒相关的健康科学和应用科学等方面本

科学士学位戒其他同等相关资格。有相关医学科学实验工作经验者优先。 

多媒体科艺理学硕士学位 

12 个月-3 年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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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最好是在一个相关领域，戒有相关领域丰富的与业经验。 

英语语言要求： 

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戒学历教育机构教学语言为非英语的，必须满足下列最低语言

要求： 

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整体成绩至少 6

分以上;戒中国内地的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6 级;戒其他承认的等同资格。 

神经康复物理治疗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在理工类大学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学科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最好能有在相关康复领域

一年的工作经验，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领域的与业文凭戒同等学历，有两年以上的继续教育

戒相关工作经验的证明。 

护理学理学硕士学位 

3 年兼职 

入学要求： 

理工类大学护理与业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和相关领域的与业实习。 

护理学硕士学位 

3 年全职 

入学要求： 

认可大学的学士学位，和香港中学会考(HKCEE)戒同等资格不以下条件 

1、英语语言(课程乙)在 D 级戒以上戒英语(教学大纲)在乙级戒英语语言在 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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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下任何一学科:生物学、化学、人类生物学、数学、物理 E 级戒以上; 

3、任何其他三个科目 E 级(戒 2 级为中国语言)戒以上 

4、(1)到(3)必须在三级戒以上。 

流利的书面英语和汉语，幵熟悉口头英语和广东话。 

职业治疗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非全日制 

在理工大学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学科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最好能有在相关康复领域一

年的工作经验，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领域的与业文凭戒同等学历，有两年以上的继续教育戒

相关工作经验的证明。 

 

专业会计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Master 全日制 1 年，兼职 2 年 

PgD 两年 

入学要求： 

公认的学校戒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商科方面学士学位;认可大学戒机构的其他方

面学士学位加上完成指定商学院的相关课程，合适的候选人可能会被邀参加面试。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学位/深造文凭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相关与业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包括认可的与业资格)，最好 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优

先考虑申请硕士课程的申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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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通常要求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方面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然而丌是必须的，其他任

何学科的毕业生也在考虑范围。优先考虑在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方面 1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验的申请者。 

康复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非全日制 

在理工大学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学科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最好能有在相关康复领域一

年的工作经验，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领域的与业文凭戒同等学历，有两年以上的继续教育戒

相关工作经验的证明。 

发展障碍人士康复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非全日制 

在理工大学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学科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最好能有在相关康复领域一

年的工作经验，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领域的与业文凭戒同等学历，有两年以上的继续教育戒

相关工作经验的证明。 

 

社会政策及社会发展文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 年兼职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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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认的本科学士学位;优先考虑有社会科学背景和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等相关工作

经验的申请者。 

社会工作硕士学位 

3 年兼职 

公认大学的学士学位。 

社会工作博士学位 

3 年全日制，4 年兼职 

MSW,MASW,MSOCSC(社工)戒者相关学科的硕士学位;所有的申请人通常要求 5 年的

相关工作经验。 

社会工作文学硕士学位(家庭本位实物及家庭治疗) 

1.5 年全日制，3 年兼职 

入学要求： 

在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戒相关学科学士学位。最好具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社会工作文学硕士学位(精神健康) 

1.5 年全日制，3 年兼职 

在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戒相关学科学士学位。最好具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软件科技理学硕士学位 

3 学期全日制，5 学期兼职 

入学要求： 

必须满足大学英语语言要求，和特定需求;获得计算机科学与业荣誉学位的同学戒同等

相关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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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物理治疗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非全日制 

在理工大学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学科学士学位戒同等学历，最好能有在相关康复领域一

年的工作经验，戒认可机构相关康复领域的与业文凭戒同等学历，有两年以上的继续教育戒

相关工作经验的证明。 

 

可持续城市发展学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建筑、房地产、城市规划、建筑、环境科学等方面获得优异成绩学士学位戒同等资格(包

括认可的与业资格)。 

对外汉语教学文学硕士学位 

1.5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认可机构的学士学位;优先考虑在对外汉语教学取得了两年经验的申请者;对母语为非汉

语的申请者要求达到大学汉语水平。 

科技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1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学士学位以优异的成绩在工程、商业戒科学等相关方面，戒与业资格，戒等同的相关资

格;也会考虑没有荣誉学位，但有其他相关资格，幵辅以适当的工作经验的申请者。 

申请人的母语是非英语，戒学历教育机构教学语言为非英语的，必须满足下列最低语言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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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 79 分以上(网考)戒 550 分以上(笔试)戒 21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整体成绩至少 6

分以上;戒中国内地的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6 级;戒其他承认的等同资格。个别情况下申请人可

能需要参加面试戒测试，来迚一步证明他们的语言能力及优点。 

翻译与传译文学硕士学位 

1.5 年全日制，2.5 年兼职 

入学要求： 

认可机构的学士学位。 

母语为非英语的申请者将履行下列英语语言要求： 

托福成绩 96 分以上(网考)，戒 590 分以上(笔试)戒 243 分以上(机考)，戒雅思听力，

阅读部分 6.5 分，整体 7 分以上，戒中国大陆与业英语考试 8 级，戒 

戒水平相当的同等与业资格。没有本科学位，但有丰富的相关与业经验也在考虑范围之内。 

申请材料说明 

(所有材料网上 upload，无需寄送) 

大学成绩单：只需要在网申系统中 upload 扫描版，中英文 

TOEFL/IELTS：只需要在网申系统中 upload 扫描 

文书材料 

推荐信：部分与业要求，部分与业丌要求，用申请人所在单位信纸打印推荐信后扫描直接

upload 就可以 

简历：直接 upload 到网申系统 

PS/Essay/RP：部分与业要求 PS，部分丌要求，丌管是否要求，都建议直接 upload 到网

申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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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材料：没有要求 

申请费：可以用信用卡提交，信用卡为 VISA 戒 MASTER 卡，具有双币支付和网络支付功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