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威爾斯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 ( 中文 / 英文考核 )

報名須知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ssessed in Chinese / English)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一. 申請辦法
	 1.	 填寫申請表格前，請先參閱課程章程。
	 2.	 請在截止申請日期前，準備以下的文件寄或送交秘書處(請參考第五項的地址):
	 	 -	 3	份已填妥的入學申請表	(一份正本，兩份副本)
	 	 -	 3	套學歷證明副本
	 	 -	 3	份個人履歷
	 	 -	 3	份個人陳述
	 	 -	 3	份推薦信	(一封信，三份副本)
	 	 -	 3	套英語水平證明文件副本(英文班適用)
	 	 -	 3	份身份證副本
	 	 -	 2	張證件相
	 	 -	 報名費港幣250元(不設退還)，以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抬頭的劃線支票(請在支票背面寫上申請人全名及身份證號碼)

二. 入學程序
	 1.	 入學申請由大學個別評核，錄取與否由大學決定。
	 2.	 申請結果將於提交報名後的6	-	8星期內以電郵通知。
	 3.	 第一期的課程費用須於取錄通知書發出後七日內繳交。有關繳費詳情，秘書處將專函或電郵通知。

三. 學費
	 整個工商管理碩士學費共計港幣$118,000，詳情如下：
	 -	 第一階段(6門面授課）學費為港幣$108,000，學費分3期繳付，
	 	 每期港幣36,000元。
	 -	 第二階段(論文）學費為港幣$10,000，在完成第一部份後一次
	 	 過繳交。
	 -	 申請入學必須繳交報名費為港幣250元。

四. 日期
	 開課日期：2016年7月及10月	 	 		 	 截止報名日期：2016年6月13日，2016年9月20日

A. Application Procedures
 1. Please read the brochure carefully before filling the Application Form.
 2. Please make sure you includ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in your submission to the address stated in (E) before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 3 sets of completed and signed application form (A true copy and two photocopies)
  - 3 sets of copies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 3 copies of curriculum vitae    
  - 3 copies of perional statement
  - 3 copies of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 3 sets of copies of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for assessed in English only)
  - 3 copies of HK Identity Card
  - 2 passport photos
  - A crossed cheque for HK$250 (non-refundable application fee) mad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with applicant’s name and HKID number at the back)

B. Admission Results
 1. Admission decisions will be made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University. 
 2. Condidates will be notified of their application results by email six to eight weeks after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s.
 3. The 1st instalment of tuition fee is due 7 days after the issue of the matriculation letter. Details will be notified by the Secretariat.

C. Tuition Fee
 The whole MBA Programme is $118,000:
 - Part One (6 taught modules) is $108,000 payable in 3 instalments 
  $36,000 each.
 - Part Two (Dissertation) is $10,000 payable after completion of 
  Part one.

D. Dates
 Course Commencement :  July & October 2016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  13 June 2016, 20 September 2016

E.  MGMA Secretariat
 The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16/F Tower B Southmark
 11 Yip Hing Street
 Wong Chuk Hang, Hong Kong
 Tel  : 2774 8537 (Mr Rick Wong) /  
    2774 8582 (Mandy Leung)
 Fax  : 2365 1000
 Email : uowmba@hkma.org.hk
 Website : www.hkma.org.hk/u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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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MGMAC 秘書處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香港黃竹坑業興街十一號
	 南匯廣場B座十六樓
	 電話　：	 2774	8537(王先生)	/	2774	8582	(梁小姐)
	 傳真　：	 2365	1000
	 電郵　：	 uovmba@hkma.org.hk
	 網址　：	 www.hkma.org.hk/uow

(Reg. No.: 251861)



課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佔120學分，共6科。上課時間如下:
The	programme	comprises	two	Parts.		Part	One	contributes	120	credits,	in	a	total	of	6	taught	modules.	

第一階段 Part One 

日期 上課及導修時間

星期日 								9:30	am	-	5:30	pm

主要上課地點 VENUES

黃克競管理發展中心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
東昌大廈14字樓

黃英豪博士管理發展中心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33-35號
第一商業大廈

馬振玉慈善基金管理發展中心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66號
筆克大廈2號舖

備註：

‧上課日期主要為星期日；
‧每科之詳細時間表 ( 包括該科之上課日期、時間及上課地點 ) 將於每科開學前發給各學員；
‧部份科目或補課可能安排在其他平日晚上或星期六 / 星期日上 / 下午；
‧秘書處保留更改時間表及上課地點的權利，並會預早向同學就此作出正式通知；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2016 年 10 月為最後一屆招生。由 2017 年 1 月起，本課程將由威爾斯聖三一大衛大學與管協繼續舉辦。

英國威爾斯大學
University of Wales 

時間表
Time 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