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礎課程/大專文憑/學士學位課程

概述&費用

下列課程由所示的大學或教育機構設計以及頒發證書與學位。

新加坡管理學院
會計大專文憑(DAC) 4月/ 10月
銀行與金融大專文憑(DBF) 4月/ 10月
國際商務大專文憑(DIB) 4月/ 10月
管理學大專文憑(DMS) 1月/ 4月/ 7月/ 10月

管理基礎課程 (MFS) 1月/ 4月/ 7月/ 10月 6個月 $3,584.50

澳洲拉籌伯大學

商學士 (銜接學位)
• 活動管理
• 旅遊及酒店

7月 1.5年 $20,544

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

3年 $44,426.40

1.5年
(SIM文憑畢業生)

$22,213.20

傳播學學士(專業傳播) 7月 2年 $44,940

澳洲臥龍崗大學

3年 $33,384

2.5年
(SIM文憑畢業生)

$29,104

3年 $33,384

2年
(SIM文憑畢業生)

$24,824

心理學學士 1月/ 7月 3年 $39,804

英國伯明翰大學

會計&金融理學士(榮譽) (銜接學位) 9月
2年

(DAC畢業生)
$34,026

商業管理理學士(榮譽) (銜接學位) $34,026

商業管理(傳播學)理學士(榮譽) (銜接學位)

商業管理理學士(榮譽) (可獲安排職場實習) (銜接學位)

國際商務理學士(榮譽) (銜接學位) $42,981.90

商業管理(傳播學)理學士(榮譽) (可獲安排職場實習) (銜接學位) 7月 2年4月 $41,730

英國倫敦大學

國際基礎課程 5月 / 9月 1年 $15,900

社會科學高等教育證書 9月 1年 $12,200

理學士(榮譽)
• 計算機與信息系統 • 創意程設思維

9月 3年 $40,400

3年 $29,100

2 — 3 年
(SIM文憑畢業生)

$19,700 - $25,900

2年
(社會科學高等教育證書畢業生) $18,600

英國斯特靈大學

3年 $47,187

2年
(SIM文憑畢業生)

$38,520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

文學士
• 傳播學 • 經濟學 • 國際貿易 • 心理學 • 社會學
(76 - 120學分)
理學士(工商管理)
(86 -120學分)
雙學位
• 理學士(工商管理)與文學士
(127 -159學分)

4年 $73,380.60 — $91,870.20

雙主修學位
• 任何兩個文學士學位的主修科目
(102 -134學分)

3 — 4年
(SIM文憑畢業生)

$58,935.60 — $77,425.20

註解:
費用 (新加坡元)
(包括 7% 消費稅)

建議不符合入學要求的申請人可先報讀為期6個月的管理基礎課程。 $3,584.50

不符合英語入學要求的申請人或需在入學時先讀英語證書(CEL)課
程。
而修讀CEL課程的時間取決於申請人的英語水平。

$2,461
(每級)

至於DAC，DBF及DIB畢業生：需根據其相應的入學資格，可申請豁免9
至11個的課程。預計修畢整個課程需時2年。至於DMS畢業生：可申請
豁免多達144個學分/12個課程。預計修畢整個課程需時1.5 - 2年。

$24,064.30 — $27,766.50

倘DBF，DIB和DMS畢業生的平均成績達B級，在成功完成SIM會計與金
融預備課程中的兩個會計課程後，可申請攻讀會計與金融理學士(榮
譽)課程。

$642
(每科)

為了自動獲得最高程度的過往資歷認可 - APL(豁免)，SIM文憑畢業
生必需修畢經濟學，數學與會計學的銜接課程，而且其中2科成績需
達到B-級或以上。

$695.50
(每科銜接課程)

DIB和DMS畢業生可獲豁免首年課程，而直接修讀第二年課程。DAC和
DBF畢業生成功完成為期3個月的SIM零售營銷預備課程後，可繼續報
讀零售營銷文學士(榮譽)課程。

$642
(每科)

DAC，DBF，DIB和DMS畢業生成功完成為期3個月的SIM體育學與市場營
銷預備課程後，可申請修讀體育商業管理，體育學與營銷文學士(榮
譽)課程。

$642
(每科)

DIB和DMS畢業生可獲豁免第一年課程，直接修讀第二年課程。DAC和
DBF畢業生成功完成為期3個月的SIM可持續發展活動管理預備課程後
，可繼續進修可持續發展活動管理文學士(榮譽)課程。

$642
(每科)

學費 (新加坡元)*
(包括7%消費稅)

$11,770

$39,675.60

$43,912.80 — $69,336

8月

1月/ 5月/ 8月

修讀年期

15個月

2年
(SIM文憑畢業生)

3年
2 — 3年

(SIM文憑畢業生)

*管理基礎課程(MFS)與國際基礎課程(IFP)均為證書課程。所有倫敦大學課程的相關費用均為預算數字，並需支付予SIM Global Education，倫敦大學及RELC考試局。
此等費用將不時作出調整而不會事先作出通告。請參閱SIM GE網站以了解最新費用。

*不包括申請學生簽證的相關費用

$321.00* (國際學生)

申請人需繳交申請費，包括7%消費稅

課程

9月

商學士
• 會計  • 國際商務 • 管理學
• 經濟&金融 • 物流&供應鏈管理  • 市場行銷學

計算機科學學士
• 大數據 • 數位系統保安
• 網絡安全 • 遊戲與手機開發

企業信息系統學士

理學士(榮譽)
• 會計&金融 • 經濟&管理
• 銀行&金融 • 經濟&政治
• 商業&管理 • 國際關係
• 數據科學&商業分析 • 管理&數位創新
• 經濟

文學士(榮譽)
• 零售營銷 • 體育學與管理
• 體育商業管理 • 可持續發展活動管理

下次開學時段

1月/ 7月

1月/ 4月/ 7月/ 10月

1月/ 4月/ 7月/ 10月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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