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文憑及文憑課程
（兼讀制課程）  2021年9月入學

鐵路工程高等文憑
運輸營運及管理高等文憑
運輸學文憑



入學資格
申請人須具有最少一年工作經驗，以工程相關的經驗優先；及
1) 考獲香港中學文憑試五科E級/二級（包括英文、中文及數學科）
或同等學歷；或

2) 考獲香港中學會考五科二級/E級（包括英文（課程乙）、中文
及數學科）或同等學歷；或

3) 持有有關機電業「過往資歷認可」級別三或以上學歷；或
4) 持有認可院校頒發資歷架構第三級或以上的證書或文憑。例如：
毅進文憑。

如以入學條件3及4報名，申請人必須參加數學及英文筆試，並取
得合格。 
申請人如未能符合以上述入學資格，但具備其他同等資格和相關
工作經驗，學院亦會考慮其申請。 
申請人可能會被邀請參加面試。 

課程時間 
兩年（兼讀制課程，每年三個學期）

授課語言 
課堂使用英語輔以廣東話教授。課堂筆記及評核均為英文。 

證書頒發
此課程畢業生將獲頒授鐵路工程高等文憑。 

全期學費
港幣$48,960*（學費更改不會另作通知）

上課時間 / 地點
課堂一般於平日晚間及/或週六日間在紅磡中心或其他訓練中心舉行。
跟崗學習一般於週末日間及/或深夜在港鐵公司車廠及/或軌道進行。 

獎學金及獎勵計劃
「學術成就獎項」授予前三名畢業生，畢業生將獲頒發現金獎勵，
以表彰優秀學業成績。

* 詳情請瀏覽港鐵學院網站。

課程結構
核心科目
鐵路技術與管理
運輸工程系統的安全和質量
生產力與人力管理
工程數學 I
工程數學 II
電力及電子基礎I

主修科目
從四個選修專科^- 配電、信號、軌道及鐵道車輛中選修其中一個
專科並修讀以下四個核心科目
系統分析
設計原理
維修
跟崗學習

和1個選修科目
其他專科的系統分析 / 設計原理 / 維修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鐵路工程的基本知識和實用技能，以確保在
現今以科技主導的環境中維持高質而可靠的鐵路營運。課程不僅
涵蓋了鐵路工程的理論、鐵道安全和系統及基礎概念，亦會教授
四個選修專科的專業知識及技能，當中包括：配電、信號、軌道和
鐵道車輛。因此，本課程可以為有興趣於鐵路行業發展的人士提
供晉升階梯。

本課程畢業生可申請本地鐵路行業和鐵路相關承包商的職位。 

學習路徑

電力及電子基礎II
基本機械原理及理論
機電工藝實務
鐵路工作場所安全培訓 I
鐵路工作場所安全培訓 II

核心科目（11個科目）

信號

軌道 鐵道車輛

配電

主修科目（4個科目）

1個其他專科
的主修科目

或

鐵路工程高等文憑

鐵路工程高等文憑學生參與跟崗學習

已獲評審為資歷架構第四級課程
兩年兼讀制課程
四個選修專科^ - 配電、信號、軌道及鐵道車輛
跟崗學習
課程由鐵路專家設計及教授 

課程特點課程特點

^港鐵學院對開辦選修專科保留最終決定權。



入學資格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入學條件：
1) 考獲香港中學文憑試五科E級/二級（包括英文及中文科）或同等
學歷；或

2) 考獲香港中學會考五科E級/二級（包括英文（課程乙）及中文科）
或同等學歷；或

3) 持有有關物流業「過往資歷認可」級別三或以上學歷；或持有
認可院校頒發資歷架構第三級或以上的證書或文憑；例如：毅
進文憑。 

如以入學條件3及4 報名，申請人必須參加英文筆試，並取得合格。
申請人可能會被邀請參加面試。

課程時間 
兩年（兼讀制課程，每年三個學期）

授課語言 
課堂使用英語輔以廣東話教授。課堂筆記及評核均為英文。 

證書頒發
此課程畢業生將獲頒授運輸營運及管理高等文憑。

全期學費 
港幣$44,100*（學費更改不會另作通知）

上課時間 / 地點
兼讀兩年制課堂一般於平日晚間在紅磡中心或其他訓練中心舉行。
（或於周六舉行）

獎學金及獎勵計劃
「學術成就獎項」授予前三名畢業生，畢業生將獲頒發現金獎勵，
以表彰優秀學業成績。

* 詳情請瀏覽港鐵學院網站。

課程結構
科目
安全及品質實務
運輸顧客服務
運輸管理及監督
運輸及物流營商環境
運輸系統（鐵路及道路）
運輸系統（航空及海運）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運輸營運及管理的專業知識及技能，闡述
運輸行業的營商環境，包括航空、海運、鐵路及道路。本課程亦
涵蓋安全、顧客服務、管理、營銷市務及財務等課題。學生能運
用綜合觀點分析運輸系統的營運及管理的日常業務。畢業生可從
事運輸業相關工作。

專業資格認證

本課程符合香港運輸物流學會(CILTHK)專業資格試(PQE)的課程
大綱。運輸營運及管理高等文憑之畢業生將可豁免部份香港運輸
物流學會專業資格試之學術要求，成為註冊會員（可豁免六份香
港運輸物流學會專業資格試）。

運輸及物流財務管理及匯報
營銷及服務管理
可持續運輸系統
運輸策劃及政策
綜合運輸系統 
運輸專題研習

運輸營運及管理高等文憑

已獲評審為資歷架構第四級課程
兩年兼讀制課程
適合香港中學文憑試畢業生、初期求職者及
有志從事運輸業人士報讀
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授予專業資格試之學術
要求部份豁免
課程由運輸業專家設計及教授

課程特點課程特點

運輸營運及管理高等文憑學生參觀HACTL



入學資格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入學條件：
運輸學文憑（工程）
1) 完成中六及考獲香港中學文憑試數學科（核心科目）二級或同等
學歷；或

2) 完成中五及考獲香港中學會考數學科二級/E級或同等學歷；或
3) 持有有關機電業「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資歷架構第二級或以
上學歷；或

4) 持有認可院校頒發資歷架構第二級或以上的證書或文憑。

如以入學條件3 及4 報名，申請人必須參加數學筆試，並取得合格。
申請人可能會被邀請參加面試。

運輸學文憑（營運和管理）
1) 完成中五及考獲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科（課程乙）二級/E級或
同等學歷；或

2) 完成中六及考獲香港中學文憑試英國語文科二級或同等學歷；或
3) 持有有關物流業「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資歷架構第二級或以上
學歷；或

4) 持有認可院校頒發資歷架構第二級或以上的證書或文憑。

如以入學條件3及4 報名，申請人必須參加英文筆試，並取得合格。 
申請人可能會被邀請參加面試。

課程時間 
一年（兼讀制課程，每年三個學期）

授課語言 
課堂使用英語輔以廣東話教授。課堂筆記及評核均為英文。

證書頒發 
此課程畢業生將獲頒授運輸學文憑（工程）/（營運和管理）。

全期學費 
港幣$30,600*（學費更改不會另作通知）

上課時間 / 地點
兼讀制課堂一般於平日晚間及/或週六日間在紅磡中心或其他訓練
中心舉行。

獎學金及獎勵計劃
「學術成就獎項」授予前三名畢業生，畢業生將獲頒發現金獎勵，
以表彰優秀學業成績。

「升學獎勵」授予獲取院長嘉許狀的「運輸學文憑」畢業生，並
被錄取到本學院的高等文憑課程，可獲得學費減免港幣5,000元。
減免將於完成高等文憑課程後發放。

* 詳情請瀏覽港鐵學院網站。

課程結構
核心科目
鐵路技術與管理
運輸系統分析
運輸及物流營商環境
職場英語溝通技巧

主修相關科目
工程主修 
運輸工程系統的安全和質量
工程數學 I
電力及電子基礎 I
基本機械原理及理論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運輸系統營運及維修方面的廣泛知識。課
程涵蓋運輸營運和管理及工程的基礎理論，並會安排參觀運輸行
業機構，以提高學生對運輸業的認識。畢業生亦可從事運輸業相
關工作。

升學階梯
運輸學文憑畢業生合資格銜接報讀本學院開辦之「運輸營運及管
理高等文憑（資歷架構第四級）」或「鐵路工程高等文憑（資歷
架構第四級）」課程或其他相關課程，並可申請學分轉移及科目
豁免。

營運及管理主修
安全及品質實務
運輸系統（鐵路及道路）
運輸系統（航空及海運）
營銷及服務管理

運輸學文憑學生參觀港鐵巴士車廠

運輸學文憑

課程特點課程特點
已獲評審為資歷架構第三級課程
一年兼讀制課程
兩個主修學科：
- 工程；或
- 營運和管理
升讀本院高等學文憑課程的畢業生可申請學分轉移及
科目豁免
適合香港中學文憑試畢業生及有志從事運輸營運及
工程人士報讀
課程由運輸行業專家設計及教授



升學階梯 

鐵路工程高等文憑       資歷級別：4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9/000064/L4    資歷登記有效期：01/01/2019至31/08/2025

運輸學文憑（工程）      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9/000066/L3    資歷登記有效期：01/01/2019至31/08/2025

運輸學文憑（營運和管理）   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9/000065/L3    資歷登記有效期：01/01/2019至31/08/2025

運輸營運及管理高等文憑    資歷級別：4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8/000235/L4    資歷登記有效期：01/09/2018至31/08/2025

港鐵公司全資子公司

報名方法及財務資助
報名方法
網上遞交申請
申請人可於學院網頁遞交網上報名表 (www.mtracademy.com)。有關申請程序及截止日期，請參閱學院網頁。
報名費為港幣200元，不設退款。（填寫網上報名表後，將會連接到網上付款平台以VISA / Mastercard繳付。）

財務資助
詳情可瀏覽學生資助處網頁 www.wfsfaa.gov.hk或致電2150 6223查詢。

聯絡方式
港鐵學院

網頁：www.mtracademy.com　　　電郵：academy@mtr.com.hk　　　電話：2520 3535

傳真：2520 3458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暢運道8號港鐵紅磡大樓1樓港鐵學院 － 紅磡中心

DSE考獲五科二級 DSE考獲五科二級

其他院校的學士學位課程（全日制 / 兼讀制）

學分轉移

完成中六課程（DSE數學或英文合格）

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

資歷架構第四級
（QF Level 4）

資歷架構第三級
（QF Level 3）

鐵路工程高等文憑
（申請人需具一年工作經驗，
以工程相關行業優先）

運輸營運及管理高等文憑

或

商業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一年全日制或兩年兼讀制）

由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CityU SCOPE)與
英國德蒙福特大學合辦

商業（榮譽）文學士（營運及供應鏈管理）
（兩年全日制）

由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PolyU SPEED)主辦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榮譽）文學士*（兩年兼讀制）
商業管理（榮譽）文學士*（兩年兼讀制）�
由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PolyU SPEED)與

英國諾桑比亞大學合辦

機械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兩年全日制或四年兼讀制）
電機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兩年全日制或四年兼讀制）
由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PolyU SPEED)主辨

運輸學文憑

* 此課程已獲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豁免註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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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