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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22222222年年年年秋秋秋秋季學期書籍表季學期書籍表季學期書籍表季學期書籍表                                                                
 

學員可按照本課程提供的書單購買書籍配合上課需要，本會將於下列時間地點出售各科書籍。 

 

時  間::::    星期一至六 － 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 

 星期日    － 上午九時至晚上五時 

 ((((※※※※公眾假期休息公眾假期休息公眾假期休息公眾假期休息))))    

 

地  點::::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75號南洋中心 

第2期3樓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1. 存貨有限， 欲購從速。 

(學員亦可到各大書局購買書本) 

2. 學員請以劃線支票購買書籍，抬頭為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現金恕不接受現金恕不接受現金恕不接受現金恕不接受。 

3. 請致電 2574 9346 查詢最新存貨狀況。 

 

 

 

※※※※※※※※※※※※※※※※※※※※※※※※※※※※※※※※※※※※※※※※※※※※※※※※※ 

科    目 書  名 出版社 
訂價 科目 

編號 

存貨 

狀況 

 管理學概論 管理學 

Gareth R. Jones / Jennifer M. George 

譯者: 吳錦錩 / 余秀慧 

McGraw Hill 

版次﹕第八版    

$272 51 現貨    

 經濟環境 管理人經濟學 

 

中文大學出版社 

版次﹕第四版 

$144 24 現貨 

 管理人員會計學 會計學原理 

 

中文大學出版社 

版次﹕第一版 

$145 25 現貨 

 營運管理 作業管理－(精簡版)  

William J Stevenson著   編譯: 何應欽 
McGraw Hill 

版次﹕第十三版 

$262 26 現貨    

組織行為 組織行為 

Stephen P. Robbins著  李茂興譯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原書精華版第六版 

$160 27 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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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書  名 出版社 
訂價 科目 

編號 

存貨 

狀況 

 商業法 

 

香港法概論  

編者：陳弘毅、張增平、陳文敏、李雪菁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版次﹕第三版(修訂版) 

$184 52 

 

現貨 

 市場學 行銷學 

Kotler / Armstrong 著 廖淑伶、陳水蓮 編譯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 

版次﹕第十六版 

$210 29 現貨 

 資訊科技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 

O’Brien/ Warakas著  翻譯：董和昇 

McGraw Hill 

版次﹕第十六版 

$275 30 現貨 

市場管理 行銷管理 - 林建煌著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第八版 

$291 31 現貨 

 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丁志達編著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第二版 

$240 35 現貨 

 培訓及發展管理 培訓管理－丁志達編著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初版 

$225 36 現貨 

 企業策略 策略管理  

Charles W.L. Hill/  Gareth R. Jones 著  

朱文儀、陳建男 譯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第十三版 

$290 40 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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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22222222年年年年秋秋秋秋季季季季學期購書表格學期購書表格學期購書表格學期購書表格    
    

    

學生姓名 (英文)：                                                        聯絡電話 ：                                                 

  

身份證號碼：                                                            (手提電話)：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 (: (: (如需本會發給收據如需本會發給收據如需本會發給收據如需本會發給收據，，，，請填寫學員身份證號碼請填寫學員身份證號碼請填寫學員身份證號碼請填寫學員身份證號碼))))         

    

� 書籍是配合課程上課需要，學員可向本會或各大書局購買。 

� 請在訂價一欄的方格內劃上�號，學員請以劃線支票購買書籍，抬頭為「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現金恕不接受現金恕不接受現金恕不接受現金恕不接受。 

 

 

科    目 書  名 出版社 
科目 

編號 

訂價 

HK$ 

管理學概論 管理學 

Gareth R. Jones / Jennifer M. George 

譯者: 吳錦錩 / 余秀慧 

McGraw Hill 

 

51 $272 □ 

 

 經濟環境 管理人經濟學 中文大學出版社 24 $144 □ 

 管理人員會計學 會計學原理 中文大學出版社 25 $145 □ 

 營運管理 作業管理－(精簡版)  

William J Stevenson著   編譯: 何應欽 

McGraw Hill 

 

26 $262 □ 

 

 組織行為 組織行為－Stephen P. Robbins著 李茂興譯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7 $160 □    

商業法 香港法概論 

陳弘毅、張增平、陳文敏、李雪菁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52 $184 □ 

 

市場學 行銷學 

Kotler / Armstrong 著  廖淑伶、陳水蓮 編譯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 29 $210 □ 

    

 資訊科技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 

O’Brien/ Warakas著 翻譯：董和昇 

McGraw Hill 

 

30 $275 □ 

市場管理 行銷管理 - 林建煌著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第八版 

31 $291 □ 

 

 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丁志達編著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5 $240 □ 

 

 培訓及發展管理 培訓管理 －丁志達編著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6 $225 □ 

 企業策略 策略管理  

Charles W.L. Hill/  Gareth R. Jones 著  

朱文儀、陳建男 譯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0 $290 □ 

 

合共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