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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覽	

22年來，學院培養了:

成立背景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為香港大學外展
教學部門，于2000年成立香港大學附屬
學院，開辦全日制副學位課程。學院於
2005/06年度開始招收內地學生。學生修畢兩年副學位課程後，可申請入讀香港或
海外大學的本科學位課程，一般再經兩年學習便可獲得學士本科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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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讀本地大學教資會資助
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約14,200人

文學及人文 Arts and Humanities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AD105
 • 雙語傳意研究
 • 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
 • 英文及英語文學研究
 • 人文學科
 • 日本語及日本文化   AD106
 • 韓語及韓國文化   AD107

 建築學高級文憑   HD102
 中文專業傳意高級文憑 #1   HD137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HD115
 視像傳意高級文憑 #2   HD125

英文 English

 文學副學士 (英國語言及文學)   AD124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HD124

經濟及商學 Economics and Business

 工商管理副學士   AD111
 • 會計學
 • 財務學
 • 管理學
 • 市場學

 經濟學副學士   AD126
 商業學高級文憑   HD131

 • 經濟學
 • 財務學

 環球供應鏈管理高級文憑   HD136
 市場學高級文憑   HD132

 • 市場學及廣告
 • 市場學及管理

工程及科技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工程學副學士   AD113
 • 計算機工程學
 • 計算機科學
 • 電子工程學

 航空公司及機場服務高級文憑   HD134
 航空學高級文憑   HD103
 航空及飛行高級文憑   HD140
 數據科學高級文憑   HD139
 電子競技高級文憑   HD141
 工程學高級文憑   HD110

 • 屋宇設備工程
 • 電子及資訊工程
 • 電機工程
 • 機械工程

 土力工程高級文憑 #3   HD138
 資訊保安高級文憑   HD135
 資訊科技高級文憑   HD116

 • 計算機及數據科學
 • 網絡工程及資訊保安

 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憑 #4   HD122

數學及科學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生物醫學科學副學士   AD122
 中醫學副學士 #5   AD112
 理學副學士   AD118

 • 生物科學
 • 化學
 • 地球與環境科學
 • 環境管理學
 • 物理學
 • 統計學

 護理學副學士 #6   AD123
 牙科衛生護理高級文憑 #7   HD108
 醫護與健保行政高級文憑   HD133

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文學副學士（法律學）  AD108
 地理副學士   AD125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  AD109

 • 廣告及傳意
 • 創意媒體及產業
 • 媒體及文化研究
 • 音樂   AD110

 社會科學副學士   AD119
 • 政府及國際研究
 • 心理及全人健康
 • 社會福利及社會行政
 • 社會學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高級文憑   HD117
 • 圖書館管理
 • 資訊管理

 公關及企業傳訊高級文憑 #8   HD129

此學院單張只供參考，並無法律約束力，學院保留可隨時修改內容之權利，毋須另行通知。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乃非牟利擔保有限公司。

升讀本科學位課程：

約 27,800人

4,700人
成功入讀香港大學

47,600
多名畢業生

本學院的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為兩年全日制，2023/24 年度課程選擇如下：

電話：(852) 3416 6338
電郵：cnadmissions@hkuspace.hku.hk

查詢方法
網址：

#1 中文專業傳意高級文憑 HD137 除專業普通話課程外，其他中文課程使用廣東話教授。

#2 視像傳意高級文憑 HD125
符合入學資格的申請者須帶備簡單的個人作品集出席入學面試。作品集可包括素描、繪畫、
相片等。學生必須具備基本英語及廣東話的能力。

#3 土力工程高級文憑 HD138 課程包括體驗式學習，學生必須到指定機構實習並符合相關要求，方可畢業。

#4 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憑 HD122 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廣東話能力。

#5 中醫學副學士 AD112 部分科目使用廣東話教授。

#6 護理學副學士 AD123 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廣東話能力。

#7 牙科衛生護理高級文憑 HD108 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廣東話能力。

#8 公關及企業傳訊高級文憑 HD129 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廣東話能力。

備註



升學途徑成功個案

副學士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兩年
香港教資會資助大學

兩年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錄取計劃* 

一至兩年

		「國際學位直通車」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的學生可透過「國際學位直通車」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直接取得大學學位入場券，
升讀美國或澳大利亞的大學。學生在港完成首兩年副學位或高級文憑課程後，如成績達標，並符合
海外簽證及其他指定要求，可隨即前往結盟大學完成學士課程。

海外結盟大學

范宇軒
●  2021年工商管理副學士市場學

畢業生

●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市場學(榮
譽)工商管理學士二年級

在HKU SPACE CC學習的兩年為我帶來了深刻又
美好的回憶，老師熱心教育、提供豐富的專業知
識。CC的課程為我未來的大學學習打好基礎。非
常感謝CC幫助我升讀夢想的大學，我相信只要肯
付出，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結果就一定不會讓
你失望！

區嘉晴
●  2021年文學副學士 (語言及人

文學科)雙語傳意研究畢業生

●  升讀嶺南大學翻譯、跨文化研
究及企業傳訊(榮譽)文學士三
年級

大家好！我是來自廣州的Doris，現就讀嶺南大學
翻譯專業三年級。雖然新冠肺炎的爆發令我在兩
年的課程期間大多數時間都未能親身體驗「太空
生活」，實為可惜，但我仍然認為在CC學習是一
段很好的經歷：學校所提供的課程有趣及意義深
遠，而且我在學校舉辦的活動中認識到很多新朋
友。二年級時我參與了由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
務組所推行的「朋輩關顧計劃」，成為一位peer 
advisor。計劃期間，我與其他的peer advisors策
劃各種線上活動，幫助剛入學的學弟學妹適應全
新的學習環境。

快樂的校園生活使我至今難忘，不時仍會懷念於
CC學習的寶貴時光。我在CC中體驗雙語學習後亦
感到很有趣，以漢語或英文教授的課程令我感受
到語言的魅力，我覺得非常享受。CC畢業後，我
現在的校園生活過的很開心，希望大家都能順心如
意，進入自己的夢想學校! GPA過三爆四！

張翁漁
●  2021年工程學副學士計算機工

程學畢業生

●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及
人工智慧(榮譽)理學士一年級

After I received my results in GaoKao (高考), 
HKU SPACE CC gave me an offer to continue my 
study. It was a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study and 
explore in my interested field as well as pursuing 
my future goal. The Associate of Engineering Pro-
gramme (AENG) offered course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y skills in critical think-
ing,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 were trained and 
improved in the lessons. Lecturers were passionate 
and responsible in teaching. They taught me how 
to put my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and develop 
self-learning skills. 

HKU SPACE CC was caring and helpful to its 
students. I was one of the members in the 
Peer Advisor Scheme organised by the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Counselling Services. I took 
responsibilities to organise activities and assist in 
the College’s admission events. I was honoured to 
offer my help and to maintain a sincere learning 
atmosphere for the freshmen. Thanks CC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my goals.

對內地生支援服務

南澳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成立不超過 50 年之大學排名榜位列 29 
(QS Top 50 Universities Aged Under 50, 
2021)

美國威廉傑瑟普大學 
William Jessup University

• 全美最有價值學校排行第 4 (US News, 
2021)

顧倍瑋
●  2021年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

文學科)雙語傳意研究畢業生

●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英文及應用
語言學(榮譽)文學士一年級

在HKU SPACE CC學習的兩年時間裡，我在專業
的課堂中掌握了很多文學相關的知識，為我以後的
學習奠定堅實的基礎。很感謝CC的老師的盡職盡
責和熱情耐心，他們無論在學術上或是生活中都為
我提供不少幫助和建議，讓我順利畢業。我在CC
認識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課堂中的合作和交流
都有效培養我們的團隊協作意識，我亦從中得到很
多鍛煉表達和溝通能力的機會。

兩年的副學士課程中，我認識到獨立自主學習的
重要性，也通過豐富的課外活動增強了各方面的能
力，收穫頗豐，最後更非常幸運地進入心儀的大學
學科就讀。希望同學們能把握這兩年時間，全力以
赴，向自己的目標奮力前進！

申請時間 面試時間 詳情及錄取結果

優先取錄階段 2022年12月起 第一輪面試：4月
第二輪面試：6月

學院將於面試後14天內向通過面試評核的申請人發出有條件錄取通
知書。成績達標（達到有條件錄取通知書上列明的入學要求）的申
請人可在指定日期領取正式錄取通知書。

內地生入學
申請快線

2023年6月下旬 2023年6月下旬 申請人需于完成申請及繳交申請費後8小時內上傳個人身份證明文
件及公開考試成績，並按電郵所示參加線上面試。學院在考慮申請
人的公開考試成績及面試表現後向成功的申請人發出錄取通知書。

網上入学申請

#     學院或根據剩餘學額情況接受申請人的報名及面試，而不作另行通知。

2023/24 學年內地學生入學計劃現正接受報名。申請人經學院網上報名系統報名及繳交申請費後 #，
學院將透過電郵通知面試之安排。入學申請將分為兩個階段﹕

入學條件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最低入學資格＃，並須通過面試:

有關招收內地學生鄭重聲名
• 本學院並無委託任何中介機構招收學生，亦無預留任何學額予任何機構。本學院收生程序將保持公開、公平、公正和獨立運作，學生是否購買

任何機構的服務全屬個人決定，與本學院無關，亦不會影響該學生的入學機會。
• 本學院並不保證學生能升讀任何一所大學或院校，包括香港大學本科生課程。

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考試（高考） 高考成績達所屬省 / 市的三本線或以上，以及英國語文科
達所屬省 / 市滿分之60%*。

或  其他學歷   學院亦會考慮同等學歷（如：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
試、國際高級程度考試、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國際文憑大
學預科課程）之申請。

# 個別課程或有特定的入學要求。
* 如所屬省 / 市已取消三本線 ，則需達二本線或以上，如此類推。

英語強化課程
以單元方式教授，協助學生掌握在雅思英語水平測試中的基本溝通技巧，增強
英語溝通能力。

朋輩及導師關顧計劃
學院會安排本地及內地學長，與新生分享學習經驗並提供輔助，讓同學儘快適
應學院學習生活；另外亦為每位新生編配一位學院導師，提供學習上的指導。

雅思英語水平測試準備
透過練習使學生熟習聽、說、讀、寫等模式，掌握答題技巧，在雅思英語水平
測試考取最佳成績以提高升讀大學的機會。

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
學院舉辦體驗活動、本地及海外升學講座、校友經驗分享會、一對一模擬面
試、企業參觀、就業講座、職涯規劃工作坊等，為學生升學或就業做好準備。
此外，學院會安排迎新活動，提供升學資訊，跟進學生報讀大學所遇到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