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職業資格中英雙認證
- 職業領導人 & 職業經理人 系列課程
Cambridge Executive Management Career Award
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英國劍橋大學有舉世公認的企業管理研究成果，其認證體系標準被公認為克服 MBA 課程知識化和理論
化，依據企業經營管理的職業崗位國際標準，為企業決策層和中高層管理崗位的技能標準和規範操作提
供完整框架。
採用『實戰工作坊』和『咨詢式培訓』互動式教學，訓練學員企業管理各專項職能的管理方法和實操能
力，輔導學員完成企業各項職能的整體規劃方案，幫助學員解決企業實際問題，探索企業整體規劃及管
理新途徑，使企業職業領導人、職業經理人明確崗位職能和工作流程規範，提升企業整體管理水準。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引進港澳首個『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職業資格』中英雙認證系列課程，學員完成課程並
通過評估後將可同時獲取全球 179 個國家和地區認可的國際權威「技能護照」－『劍橋國際職業資格』
和國際 53 個「世界技能組織」成員國互認－『中國國家職業資格』。

課程特色






劍橋國際考試官與劍橋國際培訓師親授輔導
5 天〖劍橋認證課程〗:『實戰工作坊』(劍橋國際培訓師親授)
3 個月〖劍橋作業輔導〗:『咨詢式輔導』(劍橋國際考試官單對單點評)
『劍橋作業』評核(免筆試) 獲雙證(『劍橋國際資格』&『國家職業資格』)

「市場管理」、「客戶關係管理」或「營銷戰略」課程學員免費申請香港市務學會一年會籍（申
請資格由香港市務學會審核）



「培訓管理」
、
「人力資源管理」或「戰略管理」課程學員免費申請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專業經
理」一年會籍（申請資格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審核）

入學資格 - 國際高級專業級、國家一級:
（適用於符合相關專業“國家職業標準”同一職業等級申報條件及以下條件者）


三年以上高層管理經驗 及 企業總監級以上高層管理人員

入學資格 - 國際專業級、國家二級:
（適用於符合相關專業“國家職業標準”同一職業等級申報條件及以下條件者）


三年以上中層管理經驗 及 企業經理級以上中層管理人員

授課語言﹕中文(粵語/普通話)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頒授資格：
適用於以中文/英文提交方案報告者﹕
1. 修畢課程，完成課程作業(方案報告)並通過劍橋大學評估後，將獲得有關課程之《英國劍橋大學國
際考試委員會商務/管理職業資格證書》(Cambridge - CIE Executive Management Career
Award)。
只適用於以中文提交方案報告者﹕
2. 通過劍橋大學認證並獲得證書後，將獲得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核發的《中英職業能力認證
證書》(Sino-British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Cooperation Project Certificate)。
3. 通過劍橋大學認證並獲得證書後，經評審合格(面試答辯)將獲得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核發
的《國家職業資格證書》(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P.R.C)。
頒授資格 1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考試委員會商務/管理職業資格證書
Cambridge - CIE Executive Management Career Award

頒授資格 2
中英職業能力認證證書
Sino-British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Cooperation
Project Certificate

頒授資格 3
國家職業資格證書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P.R.C

科目、學費﹕
課程級別

課程名稱

課程及報名費

註冊考評費

HK$16,900 + 200

HK$ 6,000

人力資源管理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劍橋
職業領導人

客戶關係管理 - Customer Relations Management
營銷戰略 - Marketing Strategy

(適用職業領導人
各科課程)

戰略管理 - Strategic Management

劍橋
職業經理人

培訓管理 - Training Management
市場管理 - Managing the Market

(適用資格 1+2+3)

或

HK$14,900 + 200

HK$ 4,000

(適用職業經理人

(只適用資格 1)

各科課程)

學員感言﹕
 教的很好，特別在啟發方面，對專業知識和個人能力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導師優秀，知識廣博，具有豐富的國際管理經驗，耐心細心，平易近人，認真負責。在學習中給予
很大的啟發，開拓視野，開闊眼界，感受領會到導師國際化實戰經驗豐富的教學魅力所在。
 教學內容豐富充實，大量案例分享，授課精準透徹，理論結合實際，深入剖析案例，講解條理清晰，
生動形象、精確簡練，案例明確實用，通俗易懂。
課程查詢﹕
注: 劍橋系列課程為『資格認證』課程，敬請報讀前先致電 6950-8800 作資格及閱歷鑒定申請。
有關報讀課程一般事宜，報名及留位，請致電本會客戶服務部 2774-8501 或傳真 2774-8503。
有關課程內容詳細查詢，請致電 2448-5111 (汪先生) 或 2448-5112(薛小姐) 考試咨詢﹕6950 8800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職業資格-職業領導人&職業經理人

國家中英職業資格雙認證系列課程 （2014 年 8 月至 11 月課程）

報名表格

*申請人須以正楷填寫中英文資料及身份證號碼。本會將根據表格上之資料頒發證書。

課程名稱（請 ）

課程編號

地點

課程及報名費用

註冊
考評費

上課日期(課時:40 學時)

截止日期

2-3/8, 16-17/8; 27/9/2014

21/7/2014

2-3/8, 16-17/8; 27/9/2014

21/7/2014

 劍橋職業領導人－ 戰略管理

GCIE-45251-2014-3

OP

HK$(16, 900 + 200)

 劍橋職業領導人－ 人力資源管理

GCIE-A5034-2014-2

OP

HK$(16, 900 + 200)

 劍橋職業經理人－ 培訓管理

GCIE-A5035-2014-2

OP

HK$(14, 900 + 200)

 HK$6,000
(適用資格
1+2+3)

2-3/8, 16-17/8; 27/9/2014

21/7/2014

 劍橋職業領導人－ 客戶關係管理

GCIE-85014-2014-2

OP

HK$(16, 900 + 200)

或

13-14/9, 27-28/9; 8/11/2014

1/9/2014

 劍橋職業領導人－ 營銷戰略

GCIE-85015-2014-2

OP

HK$(16, 900 + 200)

13-14/9, 27-28/9; 8/11/2014

1/9/2014

 劍橋職業經理人－ 市場管理

GCIE-85013-2014-2

OP

HK$(14, 900 + 200)

 HK$4,000
(適用資格 1)

13-14/9, 27-28/9; 8/11/2014

1/9/2014

上課時間
﹕星期六 下午 2 時至 8 時;
星期日 上午 10 時 至下午 5 時
上課地點 (OP)﹕廣東省專業技術培訓中心指定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在港上課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255 號國都廣場 7 樓)
姓名 : 先生/小姐

(中文)

身分證號碼:

本會會員號碼:

(英文)
職位(中文)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公司地址: (中文)
(英文)
電話(住宅):

(手提電話):

圖文傳真(住宅):
住址:

電子郵箱:

(英文)

通訊地址: (英文)
支票號碼:
支票金額: 港幣
學歷:
 碩士或以上  學士  管協文憑  其他院校文憑  預科  中五
 其他(請列明) _________
費用支付:  個人
 公司
工作經驗:
年
曾修讀之文憑 / 證書及年份：
從哪裡最先知道此課程:
 郵寄章程
 報章／雜誌廣告(請註明) ：
 HKMA 電子郵件
 其他網址郵件(請註明) ：
 網頁廣告(請註明) ：
 HKMA 網頁(從哪裡最先知道此課程)(請註明)：
 地鐵站陳列(請詳列) ：
 其他(請註明)：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 (1)身份証副本

(2)學歷副本 (3)工作證明文件(相關職業)副本 (4)已修讀「國家職業資格認證課程」的
證明文件(如適用) (5)1吋半免冠彩色相片(48x33mm，白色背景)6張 及 (6) 應繳費用**

** 課程及報名費用(劃線支票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名義抬頭 )
於截止報名日期前寄回: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註冊考評費用(支票擡頭：香港蔚雅培訓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
德昌電機天水圍管理發展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柏路26號 課程秘書處 收

(備註:「香港蔚雅培訓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為國家認證及中英認證之港澳考評托收單位）
報名取錄與否，概由本會審查決定。本會收到閣下的報名表格及課程費用後將致電通知。學費收據將於兩星期內寄發。

留位及查詢，請於正常辦公時間內致電2774- 8501 (客戶服務部)或以傳真 2774-8503 聯絡本會。已繳之學費，概不退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保留更改課程日期、時間、地點及講師等細節之權利。更改事宜將於有需要時通知報名者。



課程查詢：2448 5111 / 6950 8800



本人須遵守香港專業管理協會(“協會”)的私隱政策聲明、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及其他相關和不時變更的規定。本人聲
明支持此申請的資料乃根據本人所知為真實、準確及完整。本人明白這些資料將用於入學評估的過程，亦明白任何虛假陳述、遺漏或誤導性的資料
可能令本人申請就讀有關課程及被錄取的資格被取消。



本人明白在完成辦理有關課程的註冊程式後，有關資料將成為本人學生記錄的一部份，並且可能會按照協會的既定政策及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在本人的學術及/或在非學術活動中作所有合法用途。



本人明確同意本人的個人資料將被用於協會的行政、學術、研究、統計、舊生活動及協會和香港法律不時所允許的特定用途。



本人確知課堂上派發之講義僅供本人修習之用。

網址：www.hkma.org.hk

聲明﹕本人授權協會使用本人的資料以通知本人協會可能安排的直接促銷活動，包括培訓及教育課程、獎項及比賽、會員、
舊生會、推廣及其他服務及活動。
 請在空格加上「」號以表示本人同意。

簽名:

 請在空格加上「」號以表示本人不同意。

日期:

支持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