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務學位課程  投身專業快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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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及設計學院

‧
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學院

‧
科技學院

,

‧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提供以專業為本的
學士學位課程，培育實務幹練的人才，投身職場
快人一步。
‧ 著重實習培訓
‧ 豐富學習經歷，多元實踐

三大學院



2

參加香港鞋款設計比賽，運用課堂教授的專業設計技巧，獲得 
「創+造」系列金獎。透過比賽與業內人士交流，讓我了解行業的發展
趨勢，有助將來規劃事業。

大型比賽獲獎  充分應用課堂所學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培訓行業渴求人才 

THEi在設計課程時充份參考業界意見，確保課程切合社會及業界的人才需求。7個THEi學士學位課程於
2017/18學年獲納入政府推出的「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回應行業對人才的殷切需求。

透過計劃，同學每年可獲四萬至七萬元學費資助。中六同學可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報讀獲資助的課程， 
包括：

‧  
‧  
‧
‧  

‧ 
‧ 
‧ 

‧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
‧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Sze Sze Lam
林斯斯

Student,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Fashion Design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學生

Sze Sze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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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習  打好專業基礎

我曾到上市集團－利基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大型工程公司實習，參與高鐵
工程相關的環境管理工作。實習期間可向前輩取經，並見識到最新的環保
科技。畢業後，我獲實習公司聘用，向註冊環境工程師的理想進發！

累積寶貴經驗  畢業後獲實習公司聘用

 助理工程師

Ping Chan
 陳娉婷

Graduate,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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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間，我加入國際運動治療公司實習，於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香
港高爾夫球公開賽等為運動員提供運動治療。實習讓我應用所學，有效
提升臨場應變能力。畢業後，我更獲實習公司聘用為運動治療師。

實踐所學  提升職場優勢

運動治療師

Max Yeung
楊嘉恒

Graduate,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ours)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畢業生



比賽及海外交流  擴闊專業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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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到世界知名的包浩斯設計學院交流，跟設計大師學習多媒體
先進技術。畢業後我加入了行內著名的數碼廣告公司，充分運用
在 THEi 學習到的專業知識，盡展所長。

德國設計學院交流  啟發創新構思

多媒體設計師

Grace Pang
彭苑婷

Graduat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Advertising
廣告 ( 榮譽 ) 文學士畢業生



Harry Leung
梁晉僖 

Student,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in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學生

Jeffrey Leung
梁俊杰

Student,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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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世界園境建築概念大賽，晉身全球十強，其後到訪意
大利都靈，參加園境建築工作坊。在世界各地的園境師指
導下，為郊區重新規劃及設計景觀，對將來事業發展有很
大啟發。

到盧森堡大學上課，透過與大學師生交流，學習歐洲建
築的獨特結構及技術，了解當地建築條例及專業守則
等，擴闊國際視野。

透過國際比賽  向世界園境專家取經

歐洲大學師生交流　放眼世界



全新學生宿舍  多姿多彩校園生活

活力充沛的學習環境

 圖為新校園的設計藍本，校園實貌可能會有所更改。

THEi位於青衣的主校舍設備完善，為配合未來發展，設於柴灣的新校舍預計於2017/18年啟用。新校舍以雙
塔式設計，將為學生提供充滿活力和互動的學習環境，營造優美的綠色校園。*

VTC的學生宿舍毗鄰THEi（青衣），透過宿舍生活，同學可積極參與社群活動，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豐
富閱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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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設計學院

園境建築及樹木管理行業在社會的角色愈見重要，對人才的需求亦不斷提升，
THEi的課程適時適切，對社會和業界意義重大。

創新課程  回應社會人才需求

環境及設計學院開辦一系列學士學位課程，配合創意產業及園境相關行業發展。學院亦鼓勵同學透過國際交
流及公開比賽，提升水平，擴闊視野。

Patrick Lau
劉興達

Chairman, Earthasi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泛亞環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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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培育跨行業產品設計及開發能力
掌握研發、創新、改良以及重塑產品的意念及技術
業界交流及實習，洞悉本地、國內及國際市場趨勢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

結合園藝及園境管理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
範疇涵蓋策略規劃、實施、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 
概念
透過實習和實地考察，加深了解業界運作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培育園境建築學專業知識與技能
範疇涵蓋園境規劃和設計、科技及管理、環境保育
及綠化工程等
 為晉身園境設計及項目管理專才鋪路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培育創意、著重實踐、融入設計科技
專題學習鞏固知識與技能，設有時裝設計或時裝管
理分流以供選修
透過機構參觀、實習及時裝表演等，了解業界運作

廣告（榮譽）文學士

結合傳統和數碼推廣應用，培育新一代廣告業專才
學習透過資料搜集、數據分析及項目檢討，提升   
效益
融合本地及海外業界分享，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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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學院

Cecilia Lau
劉思敏

Student,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ulinary Arts and Management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學生

我曾到法國波爾多著名酒莊，接受葡萄酒文化及餐飲管理訓練，並到訪當地的米芝
蓮餐廳，學習服務禮儀及餐酒配對，加深對行業的認識。

海外行業體驗  增廣見識

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學院與業界緊密聯繫，透過實習培訓及協作項目，讓學生累積實務經驗。學院亦鼓勵
學生參與交流活動，提升專業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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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營運管理（榮譽）文學士

酒店營運及管理專業知識並重
課程範疇包括餐飲管理、前堂運作、房務管理、財
務、人力資源、市場推廣及電子商務，為學生投身
酒店服務行業鋪路
透過實習及專題研習等工作綜合學習中汲取知識和
經驗

專業會計（榮譽）文學士

內容全面，包括財務會計、管理會計、財務學、審
計學、稅務和資訊系統等範疇，鞏固專業根基
課程獲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及澳洲會計師公會
認可。畢業生報考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ACCA) 、英
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 (CIMA) 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HKICS) ，可獲部份考卷豁免
工作綜合學習，增強畢業生競爭優勢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獨特課程設計，糅合廚藝及專業管理元素
涵蓋飲食文化、菜譜及菜單開發、餐飲管理等專業
範疇，全面掌握知識及技術
專業教學設施及多元實習機會，讓學生汲取最新 
廚藝及營運管理知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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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獨特課程設計，糅合公共關係、管理、市場學和傳
訊範疇，培訓專業公關人才
畢業生可從事公共關係、廣告、大眾媒體和市場策
劃等工作
著重實習、專題研習及海外交流，豐富學習經歷

零售管理（榮譽）文學士 

課程融合零售及網上營銷，包括市場拓展和銷售、
店舖營運、顧客服務、零售資訊系統應用及管理策略
工作綜合學習，並透過海外交流，豐富學習體驗
畢業生可於本地及跨國連鎖集團、大型購物中心、
批發和服務等行業擔任市場推廣、採購、店舖營
運、培訓及發展等工作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涵蓋運動技巧培訓、運動治療及復康、康體管理、
健體教練及管理等範疇
專修分流包括運動教練學、運動治療以及康體管理
畢業生可於公營機構例如康文署，以及各健身中
心、運動治療診所及體育總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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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學院

Leo Lai
黎偉樑

Graduate,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in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畢業生

到新加坡水利工程公司Hyflux實習，期間參與了大型濾水及污水處理項目，
見識到先進的工程科技，提升專業識見。

星洲實習   了解工程科技發展

科技學院貫徹「專業為本」的宗旨，著重工作實習機會。學生將可兼備知識與經驗，增強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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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已獲香港工程師學會之暫准認可資格。

 涵蓋多個機電工程範疇，包括空調、通風、消防、
供水排水、供電及照明等系統
 理論與實踐並重，實務為本

 範疇廣泛，包括水務及污水工程、有害廢物管理、
空氣污染及噪音控制、能源效益、可持續能源、環
境影響評估及項目管理等領域
 畢業生將可擔任環境工程師或項目統籌等工作

 內容廣泛、涵蓋食品化學、營養學、微生物學、食
品工程及管理等
 著重實驗及工作實習，汲取實踐經驗
 畢業生可擔任食品、營養及餐飲行業相關的工作，
如在政府執行有關食品政策，衛生管理和食品安全
的監管；於食品生產行業從事產品開發，品質保
證，食品安全管理等工作；及於飲食集團及酒店擔
任食物衛生經理等崗位

 內容廣泛，涵蓋多個專門領域，包括土木、結構、土
力、環境及水利工程，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及工程
項目管理等
 著重工作實習，豐富學習經驗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食品科學及安全（榮譽）理學士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屋宇設備工程（榮譽）工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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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課程結合軟件及網絡開發的概念和專業技術
涵蓋新興移動科技、互聯網技術及遊戲軟件開發
等範疇
讓學生投身瞬息萬變的多媒體創作及數碼娛樂等
創意工業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融合嶄新科技，市場趨勢以及數碼技術，為企業創
造具價值的多媒體方案
著重多媒體商業應用，包括遊戲開發、視聽娛樂、
互動展覽、手機及網站應用程式設計等
透過專題項目及實習，累積實戰經驗

醫療護理（榮譽）理學士

培育新一代輔助醫療專職人員，包括醫療行政、
社區健康、安老照顧服務及營養科學等範疇
涵蓋醫療科學及護理技能，於三、四年級設專業
分流，可主修 營養健康或醫療行政管理
提供於醫療機構實習機會，汲取實戰經驗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學院聯合開辦課程*

課程著重應用實踐和工作實習
提升畢業生的專業及就業能力，設兩個專項以供選
修，包括：
 i) 工料測量、物業及設施管理
 ii) 建築測量、產業測量與規劃及發展

 由環境及設計學院和科技學院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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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迎合職場趨勢

THEi推行全人教育，裝備學生投身專業所需的能力
及價值觀，培養具通用技能的人才，並推動終身     
學習。

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提供的核心單元包括語文、人文
學、科學及社會科學；並設有學能提升中心，透過舉
辦工作坊、研討會等，協助學生加強專業寫作及報告
技巧。學生亦可根據個人興趣選讀選修單元，課程內
容均與各主修科目互相配合，藉此擴闊學生的知識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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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申請人如欲同時報讀政府「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及自資學士學位課程，須分別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及「 網上入學申請系統」遞交申請。

方法一

方法二

報名方法

報讀「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學士學位課程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報讀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入學申請 

申請入讀THEi的19個學士學位課程

報名日期

網上申請

報名日期

網上申請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

課程編號
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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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入學條件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成績達第三級或   
 以上；及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目成績達第二級   
 或以上；或
同等學歷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畢業生

年共 個學期（全日制）修讀期

學分要求： 學分
學年學費（每學分）：港幣 至港幣
學年學費：港幣 至港幣

備註： 2016/17學年學費只供參考，學費水平會每年檢討

學費參考*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受資助課程（2017／18學年入學） 資助金額（港幣） ／每年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  



 聯絡我們 :
電話  
傳真 
電郵  
網頁
地址 

  香港新界青衣島青衣路20A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大樓

保留修改課程資料之最終權利，最新課程資料可瀏覽本局網頁。

資料截至 年 月

VTC 招生處

入學申請 
電話  
電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