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與 職業訓練局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合辦的兼讀制 「零售

管理專業文憑」及「零售營運管理專業文憑」課程，將於 2016 年初開始接

受報名。第一個課程單元將計劃於 2016 年 4 月起開課。 

兩個課程均旨在為零售業的在職管理人員及前線員工，提供一個全面而系統

性的專業培訓，分別在於不同的授課語言，「零售管理專業文憑」以英文授課，

「零售營運管理專業文憑」則按照零售業《能力標準說明》編寫並用中文授

課，課程內容切合零售業相關的知識及技能， 修畢課程均可獲「資歷架構」第 4 級認可。 

此兩課程同時合適首屆「零售業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基礎文憑(級別三) – 零售畢業生 (於

2016 年 3 月畢業) 計劃全職投身零售服務行列之同時繼續進修的最佳函接渠道，協會會員公司

可獲報讀折扣優惠。如欲了解課程資料，請參閱附件單張。 

為了向會員介紹此課程的詳細內容及安排，協會將於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4 時舉行簡介會。 

有興趣了解有關課程更多資訊的出席人士，請填妥回條並以傳真 (2866-8380)或電郵

(event@hkrma.org )交回本協會。 

日期:  201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4:00 -下午 5:00 

地點: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3-35 號第一商業大廈 10 樓 

語言:   廣東話 

主講嘉賓: 職業訓練局企業人才培訓中心代表 

內容 

 課程內容及特點 

 課程對公司及員工的好處 

 畢業員工可選讀的函接課程及進修路徑 

 答問環節 

查詢： 2866 8311 吳小姐 

報名詳情 

 講座名額有限，座位以先報先得方式安排，如未能成功報名者，本會將個別通知。 

 報名者如因事未能出席，可由他人替代。 

 未報名參加之人士不得進場出席講座。 

 講座細節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大會對講座所有安排有最終決定權。 

 惡劣天氣安排 

(1) 八號颱風信號或以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 全日活動 (9:30am-6:00pm) 及上午活動 (9:30am-1:00 pm)  

當日上午 7 時或以後仍然懸掛，活動將被取消。 

– 下午活動 (2:30pm-6:00pm) 當日下午 1 時或以後仍然懸掛，活動將被取消。 

如活動被取消，協會將視乎情況而決定是否另行舉辦，並保留一切有關決定權。 

(2) 如遇三號颱風信號或以下 或 紅色/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則如期舉行。 

費用全免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零售管理專業文憑」、「零售營運管理專業文憑」課程簡介會 
Briefing on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Retail Management (PDRM) & Retail Operation Management (PDROM)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及 職業訓練局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合辦  
 

課程資料連結 

「零售管理專業文憑」 

「零售營運管理專業文憑」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um=1&biw=1280&bih=801&hl=zh-TW&tbm=isch&tbnid=_8PPHbvgfoj0tM:&imgrefurl=http://www.businessforum.uk.com/Training Courses.htm&docid=ck1Ye7Bkp8U8lM&imgurl=http://www.businessforum.uk.com/training courses.jpg&w=365&h=329&ei=fDspUtK2IeXMiAf8cA&zoom=1&iact=hc&vpx=851&vpy=252&dur=125&hovh=213&hovw=236&tx=139&ty=132&page=2&tbnh=137&tbnw=147&start=24&ndsp=30&ved=1t:429,r:46,s:0,i:221
mailto:event@hkrma.org
http://www.vtc.edu.hk/ba/uploads/ive/pdf/PD%20in%20RM%20201402.pdf
http://www.vtc.edu.hk/ba/uploads/ive/pdf/PD%20in%20RM%20201402.pdf
http://www.vtc.edu.hk/ba/ivesite/html/bsc/PD%20in%20Retail%20Operation.pdf
http://www.vtc.edu.hk/ba/ivesite/html/bsc/PD%20in%20Retail%20Operation.pdf


 

To 致:  Hong Kong Retai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7/F., First Commercial Building, 33-35 Leighton Road, Causeway Bay, HK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3-35 號第一商業大廈 7 樓 

Fax 傳真: 2866-8380    Tel 電話:2866-8311   

ENROLMENT FORM 參加表格 

日期: 201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4:00 -下午 5:00 
地點: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3-35 號第一商業大廈 10 樓 
費用:   全免 
 
Participant Information 參加者資料                                                       

 
Company 

公司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Person (Mr./Ms.) 

聯絡人 (先生/女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ition 

職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傳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電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following person(s) will attend the captioned seminar 出席者如下: 

 
Name 姓名 Position 職位 E-mail 電郵 

(Mr.先生/Ms.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r.先生/Ms.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r.先生/Ms.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lease delete whichever inappropriate *請刪去不適用者  
 

 

聲明： 
本公司同意 / 不同意 協會使用以上的個人資料作各項用途，包括處理申請; 分派協會的通告、刊物、研究資料、市場資訊；推廣協會的周

年活動、研討會、講座、簡報會、會議、獎項計劃、培訓計劃及服務，以及由協會的合作夥伴所舉辦的同類活動。我們會將有關個人資料 (包括

姓名、公司名稱、職位、電郵地址、公司地址、電話及傳真號碼)儲存在協會的資料庫內。本會可能會透過傳真、電郵、直接郵遞、電話推廣及/

或其他通訊形式，向閣下進行直接推廣。如閣下不希望繼續收到協會的資料，請以書面通知協會(電郵:membership@hkrma.org 或 傳

真:2866-8380)。 

Signature 
簽署 

              

 

Company Chop 
公司蓋印  

Name 
姓名 

 
              

 
 

Title 
職位 

 
              

Date 
日期 

 

 
           

Deadline 
截止日期 
25/11/2015 

「零售管理專業文憑」、「零售營運管理專業文憑」課程簡介會 
Briefing on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Retail Management (PDRM) & Retail Operation Management (PDROM)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及 職業訓練局 合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