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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學士 高級文憑

2018/19 內地學生副學士及
高級文憑課程概覽 



歡迎各高考生及家長參加課程講座。
符合入學條件的申請人，可選擇參加其中一場面試，請帶備以下文件，以便學院安排即場
筆試及面試。

1. 近照一張
2. 身份證正本及復印件
3. 港澳通行證、香港身份證及單程證正本及復印件（如適用）
4. 高中成績表及高中畢業證書或具同等學歷正本及複印本
5. 高考成績單或具同等學歷正本及複印件
6. 報名費（於中國內地面試：人民幣500元正；於香港面試：港幣150元正）

有關招收內地學生鄭重聲明

（舉行日期及地點以學院網頁公佈為準）

本課程概覽只供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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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入學事務處
地址： 香港九龍九龍灣宏開道28號
電話： (852) 3416 6338
傳真： (852) 2305 5315
電郵： cnadmissions@hkuspace.hku.hk
網址：  http://hkuspace.hku.hk/cc/chi/application-and-admission/mainland

  http://weibo.com/hkuspacecc
  HKUSPACE CC
  hkuspace_cc

查詢

課程講座及即場面試

廣州
日期 2018年6月30日（星期六）

時間 第一場：上午9時30分
 第二場：下午2時30分

地點	 廣州珀麗酒店3樓
 廣州市江南大道中348號  	

香港
日期 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

時間 第一場：上午9時30分
 第二場：下午2時30分

地點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九龍東分校
 香港九龍九龍灣宏開道28號

	 深圳
日期 2018年7月7日（星期六）

時間 第一場：上午9時30分
 第二場：下午2時30分

地點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3樓 
 深圳市南湖路30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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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場招生日*

*	 於即場招生日獲錄取的同學，其錄取通知書將於當日或翌日於面試地點
派發，請家長及同學預留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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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自2000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為中學畢

業生提供多元而全面的學習機會，助他們力臻完善，迎接未

來挑戰。

經過17年的努力，學院培養了32,000多名畢業生，其中超

過21,000名升讀大學學士學位課程，包括近10,500名升  讀本

地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而當中近3,700名更成功入讀香港

大學。於2017年，超過八成的內地畢業生選擇繼續於本地

或海外升學，不少同學更獲得多間大學的學士課程取錄。學

院與多間海外大學訂下協議，讓畢業生透過「國際學位直通

車」計劃升讀海外大學，於副學位畢業後一至兩年內完成學

士課程。

在培育人才及全人發展方面，學院除提供全面學生輔導及個

人發展服務外，亦籌辦多項到外地的交流團、遊學團及社區

協作計劃，及設有不同類型的學會及活動，為同學提供全面

多元之學習體驗，提升其人文素養及人際溝通技巧，希望同

學能成為具自發性、創意及批判思考之人才，以應付社會上

的各種挑戰，以創新思維及方法解決難題。

日前在網上看到一則報導，在新學年裡學院有位同學發現儲

物櫃內留有一張字條，原來是上學年使用該儲物櫃的學生

畢業了想留給新生的一段說話，該畢業生已順利升讀香港

大學，並以過來人的身份鼓勵新生以升讀大學為目標繼續努

力，看過該則報導的教職員和同學都不無感動。香港每年只

有約12,500名中六畢業生能成功進入八大，未能進入大學的

同學往往會有挫敗感，以為八大從此與自己絕緣。其實，經

副學位升讀八大或投身職場也是另一出路。只要找到適合自

己的課程及方向，未來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人十分榮幸能見證一個又一個的畢業生透過修讀副學位重

拾自信，向著不同的前路邁進。相信他們可以堅持自己的理

想，勇於挑戰不同的難關﹗

陳龍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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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成立背景

香港大學於1911年正式成立，前身為創立於1887年的香港

西醫書院，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多年來一直秉承優良

傳統，具備卓越的師資及世界級的科研發展設施，致力培育

社會領袖人才。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為香港大學外展教學部門，是一所自

負盈虧的非牟利高等教育機構，在專業持續教育界舉足輕

重。學院秉承一貫宗旨，致力為社會各階層人士開拓終身學

習的機會，開辦的課程包括文憑、高級文憑、副學士、學士 

（本科）學位、碩士學位等各個學術及專業資格頒授課程，

並於多個專業教育範疇領導同儕。

隨著社會發展，各界人士對多元化及富彈性的高等教育課程

需求甚殷。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秉承發展持續教育的使

命，於2000年成立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將教學擴展至更廣

闊的領域。在嚴格的學術質素機制監管下，附屬學院為高中

畢業生開拓另一升學途徑 — 開辦全日制副學位課程，為學

生提供優質的專上教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鼓勵各界與內地作多方面的合作交

流。2005年5月，教育局宣佈把香港發展為區內教育樞

紐，讓內地學生來港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副學位課程。學院

一直發展與內地優勢互補的合作關係，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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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海外或本地大學的學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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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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自 2000 年起為高中畢業生提供全面的副學

位課程。憑著優質的課程，學院在教育界的聲譽卓著。

學院開辦的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涵蓋多個不同範疇，幫助

學生啟發潛能，鍛煉獨立思考能力。副學士課程較著重學術

鍛煉，傳授各種學科知識，為學生的升學路打下堅實基礎；

高級文憑課程則較專注專業知識及技能訓練，培育專業人

才。學院課程設計靈活多元化，以互動教學為主的授課方

式，幫助學生更容易適應大學的學習模式。此外，學院的講

師和輔導主任為學生提供專業意見及協助，使學生更能掌握

升學及就業的資訊。

成功修畢學院任何一個副學位課程的學生，均按香港大學體

制，經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授副學位，從而成為廣受社

會各界認同的畢業生。

學院自2000年成立以來，超過20,000名學生升讀香港及海

外學士（本科）學位課程，成績驕人。

學院簡介

承傳港大的卓越學術

為確保課程素質，學院設立校外考試主任及校外評核主任制

度，專責評審課程設計、目標、學習成效、教授模式及成績

評核方法等。大部份校外考試主任及校外評核主任由香港各

大學的教授擔任。

專業優秀的師資

學院擁有優良師資，超過九成講師持有碩士或以上學位，當

中有超過兩成半持有博士學位。學院對教學素質要求嚴謹，

每學期均設「學習體驗調查」，以瞭解學生的需要。

除了聘用教學經驗豐富的全職教員，更邀請業內專業人士如

註冊會計師、建築師、註冊工程師、專業設計師等擔任客座

講師，讓學生充分掌握最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緊貼社會發

展步伐。此外，學院亦設立教學獎，以提高教師教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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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互動教學、提升學習興趣

學院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幫助學生更早適應本地和海外

大學教學模式，為日後赴笈海外作好準備。學院亦特別為內

地學生安排英語強化課程，提供英語書寫及會話訓練。

課程採用雙向和互動的教學方法，有助學生從樂趣中學習，

引發追求知識的興趣。透過小組匯報及功課作業，學生獲得

互相討論和發表意見的機會。此外，學院於課餘期間為學生

提供學習輔助，協助他們將所學融會貫通。

全面而持續的評核

學院採用全面而持續的評核機制，以不同方式如作業、匯

報、測驗、考試等評核學生在整個學年的表現，以期更準確

評估學習進度，減輕考試壓力。

值得信賴的教學素質

學院嚴格監控學科素質，課程內容和評鑑方法均切合學生未

來升讀大學和發展事業所需。另學院推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的學術質素保證制度，定期檢討各項課程，確保優良教

學素質，以期符合學院的辦學宗旨。

切合個人需要的課程設計

本學院課程內容著重訓練學生的語文運用、溝通技巧和思考

能力，以期他日成為品學俱佳的社會菁英。

副學士課程採用學分制，設計靈活，學生可按自己的興趣和

能力選讀不同科目。除修讀喜愛的主修課程，學生亦可選修

其他範疇的學科，從而獲得廣博而專業的知識。

高級文憑課程著重訓練專業知識及技能，讓學生按照個人興

趣和能力選讀。除相關的專業學科外，課程亦重視基礎學識

和能力的訓練，讓學生掌握不同範疇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具

備相當的學養和全面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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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與升學之路

備註	
*		 有關「國際學位直通車」海外大學優先錄取計劃資料，可瀏覽學院網站：http://hkuspace.hku.hk/cc。

^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自資學士（本科）學位課程。

1.		大部份北美及蘇格蘭大學學位課程屬四年制。

2.		大部份英國及澳洲大學學位課程屬三年制。

3.		修畢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第一年的學生，亦可以報讀英國	/	澳洲大學一年級或北美及蘇格蘭大學二年級課程。

4.		學院開辦之所有課程，均經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上載於資歷名冊。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www.hkqr.gov.hk。

5.		詳細課程結構可瀏覽學院網站。學院依據學生的報讀人數，時間表安排及可用資源而決定每學期所開辦的學科。

6.		此圖只供參考。

Δ		不適用於個別高級文憑課程

#	 此乃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的學分，如欲查詢資歷學分，請瀏覽	http://www.hkqr.gov.hk。

副學士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一般修讀年期 
           兩年

由博入專，為升學建立基礎的知識 著重培育專業人才， 為升學或就業作好準備

課程範疇 
40% 通用技能  
20% 通識教育  
40% 專修科目  

35% 通用技能  
65% 專修科目  

學分要求# 大部份課程必須於每年修畢最少30個學分# (即10個學科)

修業證書 
副學士 高級文憑

成功修畢第一年課程而中途離校的學生(例如升讀大學課程)，可獲頒發「高等證書」 Δ

本地 / 海外升學 本地教資會資助 / 自資大學課程。畢業同學亦可銜接北美及
蘇格蘭四年大學學位課程的第三年，或英澳三年大學學位課程的第二年

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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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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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結盟大學  Collaborating Universities

•	南伊利諾大學艾德華村分校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dwardsville

•	威斯康星大學奧克萊爾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

•	麥考瑞大學	
Macquarie University

•	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	南澳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

•	哈德斯菲爾德大學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	普理茅斯大學	
University of Plymouth

美國 The USA 澳洲 Australia 英國 The UK

直通車學位課程 無縫銜接    交流學習經驗 擴闊國際視野
A seamless arrangement with local and overseas learning experience

A precious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global exposure

「國際學位直通車」海外大學優先錄取計劃
Through-train Pre-enrolment Scheme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的同學可透過「國際學位直通車」海外大學優先錄取計劃直接取得大學學位入場券，升讀美國、澳洲或英國

的大學。同學在港完成首兩年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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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劃確保學生在學院完成兩年課程後，可順利升讀海外大學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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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覽

英文 English

09 文學副學士（英國語言及文學）
Associate of Arts in English 
Langnage and Literature

09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只接受在香港面試）

文學及人文 Arts and Humanities

10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Associate of Arts in Languages 
and Humanities

11 建築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Architectural 
Studies

（只接受在香港面試）

經濟及商學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2 工商管理副學士
Associ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2 商業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Business

13 環球供應鏈管理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13 市場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Marketing

工程及科技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14 工程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Engineering

14 工程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Engineering

15 資訊保安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15 資訊科技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備註	:
學院依據學生報讀人數及可用資源而決定每學期所開辦的學科。

新課程

NEW

數學及科學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16 中醫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Chinese Medicine

17 理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Science

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18 文學副學士（法律學）
Associate of Arts in Legal 
Studies

18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
Associate of Arts in Media, 
Cultural and Creative Studies

19 社會科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Social Sciences

19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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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為學生提供一個優秀的英語學習環境，有效地提升英語水平和對英國文化的理解。課程涵蓋的主題包括英語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應用
語言學、對外英語教學(TESOL)、英國文學和修辭學。畢業生可繼續修讀相關的英國文學或語言學學士學位課程，或從事對英語有相當要求的
不同職業。

文學副學士(英國語言及文學)
Associate of Art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報名編號
CC 88 – 108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Specialism courses
•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Language	and	Society	
•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Year 2
•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	 Literary	Linguistics	
•	 Dystopian	Literature	

Electives: (Choose 1 from below)
•	 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
•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新課程

NEW

•			 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
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
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本課程的語文、翻譯及傳譯訓練，不單為同學奠下堅實的中英語文基礎，更讓同學掌握各種實用翻譯技巧及專業知識，為升學或就業做好準備。

Year 1
•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ation:	Cantonese	/	English	
•	 Practical	Translation	(Busines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Year 2
•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hinese
•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Cantonese	/	English	
•	 Translation	Project:	English	–	Chinese	
•	 Translation	Project:	Chinese	–	English	
•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	 News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報名編號
CC 80 – 405

•			 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注：部分課程以粵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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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選修日本語及日本文化和韓語及韓國文化的同學須於報名時表明意向。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
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本課程著重對語文能力的掌握，理論實踐兼備。主力培訓學生分析表達能力及對語言及人文學科的認知，以期為日後升學就業奠下穩固學術
基礎。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			 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Associate of Arts in 
Languages and Humanities# 

報名編號
CC 80 – 206

(日本語及日本文化主題) 
CC 80 – 207

(韓語及韓國文化主題) 
CC 80 – 208

Bilingual Studies
•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 Culture
•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古代漢語
•		 Grammar	and	Rhetoric	i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現代漢語語法與修辭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中國文學評論
•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hinese
	 閱讀與寫作
•		 Studies	of	Classical	Texts
	 經典文獻選讀

English Studies
•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		 Literacy	Linguistics
•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Humanities
•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From	A	Barren	Rock	to	Asia’s	World	City:	A	history	of	Modern	Hong	Kong	
•		 Civilisations,	Ideologies	and	Politics:	The	Making	of	Modern	Europe	since	1850s	
•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hinese

Japanese Studies#

•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tudies	(Year	1	course)
•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in	Japan	(Year	1	course)
•		 Japanese	I
•		 Japanese	II

Korean Studies#

•		 Introduction	to	Korean	(Year	1	course)
•		 Understanding	Korean	culture	(Year	1	course)
•		 Contemporary	Korean	society
•		 Korean	I
•		 Korean	II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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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教授有關建築及空間設計、樓宇機電設備、建築科技和建築專業實務的基本知識及技巧。畢業生除有機會獲本地及海外著名的建築或設
計學院取錄外，亦可選擇從事建築或相關行業。

•	 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南澳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
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士（本科）學位課
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	泰恩河畔新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 金士頓大學		Kingston University 

•	西敏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	諾桑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	德蒙福特大學		De Montfort University

•	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 卡迪夫大學		Cardiff University

本課程致力裝備學生於畢業後持續進修以及銜接本地及海外的學位課程，以往畢業生亦成功
獲得知名的建築或設計學院錄取升讀一、二或三年級之學士課程。學校名單如下：

海外大學

•	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		RMIT University

•	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	阿德雷得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	建築聯盟學院		Th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AA)

•	利物浦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	曼徹斯特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諾丁漢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建築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Architectural Studies

報名編號
CC 66 – 201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Year 1
•	 Architectural	Design	I	
•	 Architects	in	Practice	
•	 Modern	Architecture	
•	 Building	Structures	I	
•	 Building	Construction	I	
•	 Environmental	Controls	I	
•	 Visual	Studies	I	

Year 2
•	 Architectural	Design	II	
•	 Appreciatio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Building	Structures	II	
•	 Building	Construction	II	
•	 Environmental	Controls	II	
•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	 Visual	Studies	II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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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
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士（本科）學位課
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
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本課程全面而多元化，讓同學在副學士第一年課程修讀工商管理學各核心學科，不僅幫助同學對企業的整體運作，包括市場推廣、現代管理模
式、會計及財務分析等有全面的理解，更可讓同學了解自己的興趣和專長，以便在第二年課程選修適合自己的專修主題，加深對該主題相關範
疇的認識。

•	 伊利諾大學艾德華村分校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dwardsville

•	 麥考瑞大學
 Macquarie University

•	 南澳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	 哈德斯菲爾德大學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工商管理副學士
Associ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報名編號
CC 88 – 203

Year 1 
•	 Microeconom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Year 2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study themes) 

Accounting

•	 Managerial	Accounting	
•	 Principles	of	Auditing	
•	 Hong	Kong	Tax	Framework

Marketing

•	 Consumer	Behaviour	
•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	 Advertis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Finance

•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	 Investment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	 Macroeconom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Applied Economics 

•	 Economics	of	Public	Issues	
•	 Macroeconom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	 Global	Business	and	Trade

本課程旨在教授學生專業的商業知識及應用技能，理論和實踐並重，為學生升學與就業做好準備。課程亦給予學生在課程選修上的彈性。第一年課
程涵蓋基本商業知識及理論，打好學術根基；到第二年，學生可根據個人興趣，於企業管理、經濟學及財務學三個專業範疇中選擇其一作主修。

 
Year 1
•	 Principle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		 Principles	of	Banking	
•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Mathematics	for	Finance	
•	 Microeconomics	
•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Year 2 
Common Modules
•	 Marketing	Fundamentals	
•	 Macroeconomics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	 Integrated	Project

Economics Theme
•	 The	Economics	of		
Market	Strategy	

•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	

•		 Investments

Corporate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me 
•	 Business	Law	of	HK	and	PRC	
•		 Corporate	Compliance	
•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thics	

Financial Services Theme 
•	 Foundation	of	Financial	Planning	
•	 Insurance	
•	 Investments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商業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Business

報名編號
CC 66 – 103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	 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	 麥考瑞大學
 Macquari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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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本課程為業界培育專才，回應社會的需求。同學可透過實地考察、座談會及實習計劃汲取經驗及豐富專業知識。除了吸收課堂的理論知識，同
學亦會於香港及內地作實地考察。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Year 1
•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Management	
•	 Transport	Management	Practices	-	Surface	Transport	
•	 Transport	Management	Practices-	Maritime	Transport	
•	 Logistics	and	Physical	Distribution	
•	 Warehouse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Management	in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Year 2 
•	 Transport	Management	Practices	-	Air	Transport	
•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Purchasing	and	Supplies	Management	
•	 Marketing	in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	 Law	of	Business	and	Carriage

#	 課程於2018/19年度改名為環球供應鏈管理高級文憑。

環球供應鏈管理 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報名編號
CC 66 – 104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市場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Marketing

報名編號
CC 65 – 301

Year 1
•	 Marketing	Fundamentals	
•	 Principle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	 Essentials	of	Accounting	
•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	 Marketing	Planning	
•	 Business	Economics

Year 2 
•	 Consumer	Buying	
Behaviour	

•	 Marketing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	 Event	Management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theme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Principles	
&	Practice	

•	 Management	Strategy	
•	 Final	Year	Project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theme
•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	 Public	Relations	
•	 Introduction	to	Branding	
•	 Final	Year	Project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本課程是結合以往的商業學高級文憑（市場學及管理）和商業學高級文憑（市場營銷及廣告）而成，為有志於私營或公共機構從事市場營銷及商業管
理工作的學生而設，並有兩個範疇供同學選擇。
1. 市場學及管理  2. 市場學及廣告
課程採用互動學習模式 – 理論及實踐並重（透過課堂活動�小組討論�小組報告演說�參觀及邀請業界專才以嘉賓講座及論壇形式分享實際經驗）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	 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	 南澳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
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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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內容既強調培養基礎知識，也注重應用和實踐。在科目設計上緊貼發展趨勢，使有志於工程界和資訊科技領域發展的同學能學以致用，
不論將來升學或投身社會，均能一展所長。本課程設有三個學習主題：計算機科學、 計算機工程學、電子工程學。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報名編號
CC 80 – 202

工程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in Engineering

Year 1
•	 Computer	Architecture
•	 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	 Introduction	to	Database	Systems

Year 2 
Computer Science Theme 

•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	 Introduction	to	Operating	Systems
•	 Introduction	to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	 Mathematics	for	Comput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Theme

•	 Mathematics	for	Computing
•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Organization	
•	 Introduction	to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	 Microcontrollers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heme 

•	 Signal	and	Communication	
•	 Microcontrollers
•	 Introduction	to	Analog	Circuits	
•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Circuits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	 麥考瑞大學
 Macquarie University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士（本科）學位課程，當
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士（本科）學位課程，當
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本課程除講授工程學的基本知識及技能外，更幫助同學掌握各範疇之專業知識，為日後升學或就業奠定基礎。此外，同學可以根據自己興趣，
在完成第一個學期後選修以下其中一個工程專業範疇：電機工程、電腦工程、機械工程、土木及建築工程、屋宇設備工程。本課程的電機工程
畢業生獲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署認可為符合註冊電工「A」、「B」牌的學歷要求。詳情請瀏覽相關課程網頁。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報名編號
CC 66 – 409

工程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Engineering

Year 1
Common Core Courses 
•	 Engineering	Fundamentals	
•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	
•	 Mechanical	Systems	Principles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me
•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I
•	 Green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	 Properties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	 Structural	Mechanics

Computer Engineering Theme
•	 Data	and	Computer	

Communication
•	 Digital	Electronics	
•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inciples	
•	 Software	Engineering

Year 2
Common Core Courses 
•	 Computer	Aided	Design
•	 Ethics	and	Professionalism	

Experiential Learning Course 
•	 Engineering	Project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me
•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	 Fluid	Dynamics	
•	 Geotechnics	
•	 Principles	of	Pollution

Computer Engineering Theme
•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		 Apps	Development	
•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	 Microcontroller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heme
•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inciples	
•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s	
•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I
•	 Electrical	Services	in	Building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me
•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inciples	
•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I
•	 Properties	of	Material	
•	 Thermodynamics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Theme 
•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inciples	
•	 Electrical	Services	in	Buildings
•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	 Thermodynamic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heme
•	 Control	Systems	
•	 Electrical	Machines	
•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me
•	 Control	Systems	
•	 Design	and	Manufacture	
•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	 Fluid	Dynamics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Theme
•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	 Fire	Protection,	Plumbing	and	Drainage	

Systems 
•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HVAC)	

•	 Intelligent	Buildings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	 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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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保安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報名編號
CC 80 – 104

本課程重點培訓學生成為資訊保安的專業人才。課程涵蓋廣泛領域，包括審計丶資訊保安管理系統丶網絡安全丶數據中心安全及電腦鑑識。通
過本課程的訓練，學生可以全面體驗及掌握資訊保安的專門技術，並在畢業後成為優秀的資訊保安專業人才。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Year 1
•	 Information	Security
•	 Inform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	 Computer	Systems	and	Network	Protocol	Essentials
•	 Ethics	and	Computing	Professionalism	
•	 Project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Local	Area	Networking
•	 Security	Audit	Fundamentals

Year 2
•	 Shell	Programming	
•	 Ethical	Hacking	
•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Forensics
•	 Data	Centre	Security	Requirements	and	Compliances
•	 Network	Security
•	 Project	(Information	Security)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本課程重點培訓學生成為資訊科技的專業人才。學生可按自己的專長及興趣選修以下其中一個組別，分別為「計算機及數據科學」和「網絡工
程及資訊保安」。通過本課程的訓練，學生可以全面體驗及掌握資訊科技的專門技術，並在畢業後成為優秀的資訊科技專業人才。

報名編號
CC 80 – 402

資訊科技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on Courses
•	 Computer	Systems	and	Network	

Protocol Essentials
•	 Information	Security
•	 System	Administration
•	 Ethics	and	Computing	

Professionalism 
•	 Project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roje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uting and Data Science Theme
•	 Data	Mining
•	 Introduction	to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	 Mathematics	for	Computing
•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	 Introduction	to	Database	Systems
•	 Big	Data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s
•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Choose one course from the below: 

•	 Introduction	to	Operating	Systems
•	 Shell	Programming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Theme
•	 Security	Audit	Fundamentals	
•	 Internetworking	
•	 Local	Area	Networking	
•	 Shell	Programming	
•	 Fundamentals	in	Wide	Area	Networking
•	 Advanced	Internetworking	
•	 Ethical	Hacking

Choose one course from the below: 

•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	 Network	Security
•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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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中醫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Chinese Medicine

報名編號
CC 66 – 707

本世紀初至今，香港中醫藥規管制度日漸成熟，中醫藥行業發展迅速，社會對具有中醫藥知識和技能的人才需求甚殷。本課程特為中學畢業生
提供學習中醫藥學基礎知識及初步技能的機會，並指引他們專業發展的升學途徑，以便他們早日確定個人職業方向。

Year 1
•	 中醫基礎理論		
Foundation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	 解剖及生理學基礎		
Introduction to Anatomy and Physiology

•	 中藥學基礎		
Foundations	of	Pharmaceu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	 生物化學基礎		
Foundations	of	Biochemistry

Year 2
•	 中醫診斷學		
Diagnos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	 中醫經典文獻導讀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al	Literature

•	 方劑學		
Medical	Prescriptions	in	Chinese	Medicine

•	 針灸推拿基礎			
Foundations	of	Acupuncture	and	Tui-na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注：部分課程以粵語或普通話教學。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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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Science

報名編號
CC 88 – 404

•	 威斯康星大學水清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

本課程第一年屬基礎班，鞏固和深化學生相關學科的基礎。第二年的課程則與香港大學和其他四年制大學相關學系二年級課程相若。本課程二
年級的專門科目及實驗課均由香港大學理學院負責統籌，學術水平廣受本地和海外大學認可。

•	 普理茅斯大學
 University of Plymouth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	 麥考瑞大學
 Macquarie University

Year 1 
Choose 4 subjects (maximum 5) from 2 Areas:

Chemistry Area

•	 Introductory	Basic	Chemistry	
•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Chemistry	
•	 Introductory	Organic	Chemistry
•	 Chemistry	for	Life	Science	

Physics Area
(students intend to do Physics major must take 
College Mathematics I and II)

•	 Foundations	of	Physics	
•	 Fundamentals	of	Classical	Mechanics	
•	 Fundamentals	of	Thermodynamics,	Waves	and	

Electromagnetism

Biological Science Area

•	 Introductory	Basic	Biology	
•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	 Cell	Biology	and	Physiology	
•	 Biodiversity	and	Genetics	
•	 Food	and	Nutrition	Basics

Statistics Area
(students intend to do Statistics major must take 
College Mathematics I and II)

•	 Quantitative	Analysis	I	
•	 Quantitative	Analysis	II	

Year 2 (Co-offered with HKU)
Chemistry Theme 

•	 Organic	Chemistry	I	
•	 Inorganic	Chemistry	I	
•	 Analytical	Chemistry	I	
•	 General	Chemistry	II

Physics Theme 

•	 Introductory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	 Fundamental	Physics	
•	 Heat	and	Waves	
•	 Introductory	Mechanics

Earth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Theme

Earth System Science Area 

•	 Blue	Planet	
•	 Principles	of	Geology	
•	 Fluid	/	Solid	Interactions	in	Earth	Processes	
•	 Introduction	to	Atmosphere	and	Hydrosphere

Geology Area 

•	 Principles	of	Geology	
•	 Fluid	/	Solid	Interactions	in	Earth	Processes	
•	 Geochemistry	
•	 Minera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Area 

•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	 General	Chemistry	I	
•	 Environmental	Life	Science	
•	 Blue	Planet

Statistics Theme

•	 Statistics:	Ideas	and	Concepts	
•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I	
•	 Multivariable	Calculus	and	Linear	Algebra	
•	 University	Mathematics	II	

Biological Science Theme

Biochemistry Area

•	 Organic	Chemistry	I	
•	 Basic	Biochemistry	
•	 From	Molecules	to	Cells	
•	 General	Chemistry	I	/	General	Chemistry	II	

Biological Sciences Area /  
Ecology & Biodiversity Area 

•	 From	Molecules	to	Cells	
•	 Biostatistics	
•	 Evolutionary	Diversity	
•	 Biological	Sciences	Laboratory	Course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Area

•	 From	Molecules	to	Cells	
•	 Biostatistics
•	 Biological	Sciences	Laboratory	Course
•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

Food and Nutritional Science Area

•	 Introduction	to	Food	and	Nutrition	
•	 From	Molecules	to	Cells
•	 Biological	Sciences	Laboratory	Course
•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
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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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編號
CC 88 – 207

Year 1
•	 Introduction	to	Hong	Kong	Law	and	Legal	Practice
•		 Obligations	I	
•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Year 2
•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Commercial	Practice	
•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		 Obligations	II	
•		 Hong	Kong	Land	Law	and	Conveyancing	(Electives)	
•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Electives)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	 南澳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文學副學士（法律學）
Associate of Arts in Legal Studies
本課程結合了專業法律知識和廣泛的通識教育，令同學有更全面的發展，為日後升讀法律學或其他學士學位課程做好準備。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
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
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假如你喜歡探討文化和社群議題，對媒體具創新及批判精神，更渴望投身文化及創意產業，「媒體、文化及創意課程」就是你的不二之選。我
們的課程融合了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為你打開銜接各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和教育學院課程的大門。三個新穎而切合你升學需要的專修課程︰
「廣告及傳意」、「創意媒體及文化產業」、「媒體及文化研究」，將鞏固知識基礎，也為你提供生動有趣的學習體驗。

報名編號
CC 80 – 205

(音樂主題) 	
CC 80 – 209文學副學士 ^（媒體、文化及創意）

Associate of Arts in Media, Cultural and Creative Studies^

•	 Introduction	to	New	Media •	 Researching	Culture	and	Media
核心科目  Core courses:  

廣告及傳意
Advertising and   
Communications
•	 Advertis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	 Media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Production 
•	 Writing	and	Editing	for	

Chinese Media

創意媒體及文化產業
Creative Media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	 Cultural	Space:	Examining	
and	Enabling	People	and	
Place

•	 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

媒體及文化研究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	 Gender	and	Society	
•	 Media,	Society	and	

Consumer Culture 
•	 Questioning	Cultural	

Identity 

選修科目
Electives
•	 Fundamentals	of	Journalism
•	 News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	 About	Me	and	Not	Me:	
Creating	Life	Histories

•	 Basics	of	Sociology
•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音樂 #

Music# 

•	 Fundamentals	of	Tonal	Music	I	
and II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usic		
•	 Introduction	to	Musics	of	the	

World
•	 Music	in	Western	History	
(Baroque	through	Late	
Romantic	Period)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			 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			 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	 有意選修音樂主題的同學須於報名時表明意願。
^	 學院依據學生的報讀人數，時間表安排及可用資源而決定所開辦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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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涵蓋多個社會科學範疇，包括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國際關係研究、社會福利政策及老年學等等。課程設計旨在加深學生對人類行
為、人際關係及社群組織、及社會運作的學術研究，以客觀科學角度作出批判性分析。除了學術理論根基，課程主力培育學生的社會意識，擴
闊國際視野，提升客觀分析及批判思考的能力。

•			 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	 哈德斯菲爾德大學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	 麥考瑞大學
 Macquarie University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報名編號
CC 88 – 209

社會科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Social Sciences 

Year 1
•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	 The	Basics	of	Sociology

Year 2
Common across all Themes

•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Elective (choose one course)

•	 Human	Behaviour	and	Social	Environment
•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Behavioural Science Theme  
(with focus on Psychology)

•	 Introduction	to	Counselling	
•	 Introduction	to	Mental	Health	
•	 Introduction	to	Positive	Psychology

Gerontology Theme

•	 Ageing	and	Gerontology
•	 Sociology	of	Health
•	 Working	with	Older	Peopl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me

•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litics	
•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me

•	 Contemporary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	 Introduction	to	Counseling	
•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Sociology Theme

•	 Class	and	Inequality
•	 Hong	Kong	Society	
•	 Introduction	to	Criminology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高等院校所提供
之學士（本科）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于香港升学

成功修畢課程之同學可申請入讀由香港部分
高等院校所提供之學士（本科）學位課程，當
中包括政府資助大學。

本課程包含了不同的精彩元素：到不同類型的圖書館及資訊中心實習、師友計劃、參觀、專題研究以及選修科。學生可選擇主修圖書館管理或資
訊管理。圖書館管理主題提供全面的圖書館管理訓練，而資訊管理主題包括資訊科技相關的科目。超過七成的畢業生更成功入讀學士學位課程。

升學之路  Progression Paths

報名編號
CC 66 – 407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畢業生可升讀曼徹斯特都會大學或兼讀由澳洲查爾斯德大學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的
資訊學學士課程，獲得三分一學分豁免。

海外大學

Library Management Theme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		 Access	Services	
•		 Preservation	of	Information	
•		 Reference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Age	
•		 Bibliographic	Control	
•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		 Marketing	and	User	Support	Servic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me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	 Access	Services	
•	 Preservation	of	Information	
•	 Reference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Age	
•	 Bibliographic	Control	
•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	 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		 Technology	in	Libraries	
•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	&	II	
•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		 Professional	Placement	
•	 Elective(s)

•	 Technology	in	Libraries	
•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	
&	II	

•	 System	Administration
•	 Professional	Placement	
•	 El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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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在來香港之前，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美術生，連續的美術考試失利讓我都不敢

想像我的未來，是CC在我最絕望的時候給了我offer，為我打開了通向一個

全新生活的大門。

在學業方面，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公平」。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就會得到

多少回報。老師都非常好，會在課後留下來不厭其煩地回答問題，如果有

急事的話都會跟我另約consultation時間，大大激發了我對學習的興趣，做

assignments的時候都想著，一定要用到老師講的知識，不讓老師失望。

另外讓我吃驚的一點就是，我遇到的每一個香港同學都對我很好，完全沒有

我之前擔憂的排斥大陸生的現象。Groupmates都會照顧我，在小組討論的

時候說普通話，不懂的都會教我；local朋友也很熱情，因為我對香港了解特

2017/18学年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
一年級

馬寧蔚

香港的學習生活是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所以初來乍到的我們需要找到合適的

方式來盡快適應香港的生活。

學院內的課程設置得很緊密，課時短，內容多，作業考試也是一直連續貫穿

的。課時少，意味著我們的空餘時間會相對較多，這就考驗我們的自控力。

因為我的目標是兩年後升學，所以保障學業的高質完成是我學習生活的基本

原則。最基本要保證有充沛的精力和專注力投入課堂，有效地做筆記。其

次，在課後認真對內容進行總結歸納，這能在做assignment的時候給你清晰

的思路。還有，假如在平日的課堂或生活中有遇到問題，都會跟老師約見面

談，老師都會非常熱情地解答及提出建議。這是很暖心的。

我熱愛我的專業，也從中學到了很多。我學習的媒體文化是一個比較貼近生

活的專業，學術性的研究學習會讓你探索到日常頻繁接觸的大眾媒體或文化

載體面具下的真實一面，甚至有些學術研究內容有可能會衝擊我們已有的世

界觀，感覺很奇妙。但在沉迷於探索有趣的課題時千萬別桎梏於權威，忘了

辯證思考。我們雖然在學習專業學者的理論，但他們的言論也是可以受到質

疑的，比如他們的某些結論可能跟不上時代的變化。

課業外的活動選擇也非常豐富，但這取決於我們個人的主動性。無論是參加校內多個部門舉辦的常規活動，或是參

加香港社會上各類社企和組織展開的培訓、比賽，都能鍛煉到我們的綜合實踐能力。日常留心觀察校內牆上的海

報、老師推薦的社會活動或香港的民生網站報刊等等，你會慢慢找到合適自己的活動。這一個多學期來我有參加校

內的社團、學生組織，也有在校外參加林林總總的義務工作或創業比賽。總而言之，香港社會總體上為年青人提供

很多個人發展上的機會，同學們需好好把握。

2017/18学年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 
廣告及創意媒體  二年級

毛舒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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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學年
工商管理副學士 - 管理學
二年級

胡苑晴

學生感言

在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的這兩年裡，我擁有了與眾不同的經歷

與成長。

回望這兩年，我還記得初到時有過的不安與不適，遇到困難時有過的迷茫與

焦慮，還有犯錯後湧現的挫敗感與想放棄。不過，我更清楚地記得自己面對

挑戰時所鼓起的勇氣，想要戰勝困難時的決心和反思後重拾的自信。

在這兩年裡，我覺得我真的改變了不少，比如，我一開始很想逃避我的英語

障礙到努力一步步地克服，從很害怕做presentation到大膽展示，從默默無

聞到成為SDCS Ambassador和Student Ambassador等等。當然，在經歷這

些脫變的時候，我也有遇到困難與挫折的時候，也同樣有過焦慮與無助的時

候。在這些迷茫的時候，是學校SDCS的counsellor和我的lecturers幫助了

我，開解了我，讓我重新擁有了希望；是我的同學與朋友陪伴著我，讓我覺

得我不會孤獨。

我覺得這兩年真的可以說是受益匪淺。我學會的除了課堂上所教授的學術知

識，還有在課後做group project學會瞭如何與同學分工合作。而在課外，去聽

學校為我們準備的各種講座，特別是SDCS為我們內地學生準備的講座，讓我更快地適應香港的學習生活。同時，我

還參加過很多有意義的活動和學校舉行的比賽，例如Challenge Nature Wild Camp 和 Lunar New Year Flower Market 

Competition。另外，我還參加了學校的一些學生計劃，如SDCS Ambassador Scheme和Student Ambassador 

Scheme，這些活動讓我獲益良多。我不僅學會瞭如何更好地與人相處，溝通和合作，還學會瞭如何做一個leader帶

領團隊完成任務。不但大大提升了我交際和領導能力，還使我更了解我自己，明確自己的目標與方向。

我真的非常感謝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給了我這麼充實的兩年，也非常感謝這兩年裡不斷嘗試與改變的

自己。

別少，甚至聽不懂粵語，所以他們經常給我介紹好玩的地方，帶我去吃好吃的，教我說粵語。有那麼多人照顧我，

我感覺特別幸福。

在CC學習不只是學知識，更是全方面能力的提高。首先是全英教學，短短一年多，我就已經可以做到看美劇不用

中文字幕了；在眾多assignments、quiz、group projects、presentation、mid-term 和 final exam的多重考驗下，

時間管理能力大大提高，日程本是絕對不離手的；最鍛煉我的是提高了我的勇氣，我從一個高中連去老師辦公室都

不敢的人到敢去面試成為Social Services Society的Sub-Committee，到成為Student Ambassador，真的你敢去爭

取，你就會得到你想要的。

現在，已經收到最愛的Poly U的面試邀請的我，對未來充滿著期待。來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讀副學

士，是我人生重要的轉折點，也是我做過最棒的一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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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大附屬學院兩年的學習是我步入大學功不可沒的一部分。兩年前，我憑

藉著高考二本的分數，迷茫地選擇了港大附屬學院，希望這能成為我升上大

學的基石。一開始來到一個陌生的環  境，第一次接觸全英文的學習，很無

助。一個學期下來，我認識了亦師亦友的老師，結交了人生中重要的朋友，

習慣了充滿壓力的學習生活。我原本以為，我英文不好，沒有學習媒體的基

礎，成績也就比不過別人；可是我錯了，我發現一切只要我肯努力去學，會

有回報的。我學習的是廣告與創意媒體，這個課程覆蓋的方面很廣泛。港大

附屬學院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我可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一起

學習交流，參與活動。兩年下來，我的課程包括了中文，英文以及媒體藝術

專業課。我從零開始接觸了創意，媒體，文化，以及廣告，我也慢慢發覺我

對廣告的興趣很濃厚，在媒體方面也有過人之處。更令我驕傲的是，我的英

文在這兩年突飛猛進，不再擔心聽不懂課或是無法完成功課。

這兩年裡，我取得了優異的成績。這個結果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以為我高考

成績不好，在港大附屬學院也沒有希望。可是，我兩年的時間，我證明了給

自己看，我繼續努力，我也能超過別人。

這一切，港大附屬學院都功不可沒。感謝幫助過我的老師，以及學校的輔導

員在我迷茫，焦慮的時候，指明我人生的方向。在即將畢業之時，我收到了

來自不同大學的offer，有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和香港嶺南大學。現

在的我，選擇了香港理工大學，我很感激這兩年在港大附屬學院的學習沒有

白費，成功地轉換了學分，成為三年級學生。我現修讀的課程是香港理工大

學的紡織及製衣學系的服裝市場學。我才發現，原來我報讀大學的時候，可

以選擇與現在不同的專業，這讓我很驚訝，也感到很興奮。那麼現在的我，

不僅擁有媒體廣告的文憑，也即將在兩年後擁有服裝市場的文憑，豐富了我

的知識面，也增加了我的競爭力。

最後，感謝港大附屬學院，幫助我實現了升上大學的夢想。祝愿每個學弟學

妹都能進入心儀的大學！

2016/17学年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 
廣告及傳意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理工大學
服裝及紡織（榮譽）文學士
（服裝和紡織市場及營銷）
三年級

成功之路

李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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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路

來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上學是因為一個偶然，然而卻是很正確

的決定。在CC的兩年學習時光過得很快也很充實。 CC的老師都十分盡心盡

責，不僅課前認真備課、課堂上認真負責，課後也會耐心地解答我們的問題

並督促我們學習和升學，專業課的老師更是會結合當今經濟實事為我們講解

專業術語。在CC學到的東西為我今後的學習打下了良好基礎，讓我不斷在

自己的領域向上攀爬。除此之外，CC的課程設置也很合理，在學習專業課

的同時結合General Education課程，讓我們全方面發展，在學期末也會設置

問卷調查收集我們對課程的建議。每學期CC還會針對我們目前的升學需求

開展各類講座、學生分享會、以及心靈解壓講座，讓我們在學習的同時明確

自己的升學方向，並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

如今我在UNSW經常回想起曾經在CC的日子、在CC交的來自各地的朋友以

及CC每一個負責任的老師。當初我們各自怀揣著自己的目標在CC努力向前

奮進，這樣的經歷磨礪了我的意志力和耐心，讓我在日後的生活中受益良

多，比常人更多了一份執著和毅力。

2016/17学年
工商管理副學士 – 財務學畢業生

現就讀澳洲新南韦尔斯大学
商學士 – 會計及財務
二年級

方心若

在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學習的兩年，讓我有充足的準備迎接大學的生活。剛剛

畢業的我進入了港大附屬學院專修日語，這對我來說的確是一個挑戰。學院

的學習生活和高中的非常不同，它需要很高的自覺性和自學能力。由於課程

規劃非常簡單明了，讓我畢業後很快地適應接下來就讀的浸會大學的學習節

奏。學院生涯裡，我經歷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寫Personal Statement，

第一次做Presentation，第一次和其他人一起做Project等等。在不斷地練習

中，我也能熟練的運用各種能力與技巧。除了學習之外，學院還為學生準備

各式各樣的課餘活動，如帶非本地學生遊覽香港名勝，或者去別的地方擔任

義工，這些活動不僅能夠豐富個人的課餘生活，更能在裡面學習許多在課堂

上學不到的重要能力。

在申請大學期間，學院也會提供很多非常有用的講座，如面試和撰寫個人簡

歷的技巧、服裝的搭配等等，並且會定期與有聯繫的外國名校合辦交流活

動，給我們學生增加了更多的升學機會。

在這裡，我希望和即將成為學弟學妹的你們說，你只需付出努力和以平常心

來到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別的學院會為你準備得妥妥噹噹！加油！

2016/17學年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浸會大學
人文學文學士（榮譽）三年級

龐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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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教學最大的亮點，便是學習內容與大學能順利對接。在這裡

讀一二年級時的內容，與大學同專業一二年級的教學內容相差無幾，讓我在進

入大學三年級後，能順利對接上相應的知識點。

這裡的另一大亮點，便是能積累以前從未接觸過的經歷。人們總說，大學是一

個小社會，讓年輕的學生能提前有所磨礪。在附屬學院，也是如此。這裡並不

是天堂，沒有保證的成功：你永遠不會知道在你身旁昏昏欲睡的那個同學昨晚

是否已經通宵達旦複習完了全部知識點，你也不會知道對面這位悠閒玩著手機

的同學是否就是GPA 爆4 的學神。你能做的，就是朝著目標不斷努力。但這裡

也不是地獄，沒有註定的失敗：在這裡的 2 年裡，學到最簡單也是印象最深刻

的一個道理就是，只要有付出，就能得到應有的回報。道理其實很簡單，如果付

出了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再輔佐以適合的學習技巧，最終的成果，是並不會讓

人失望的。

同時，在參加各式各樣的社團活動的過程中，我也發現，原來成績並不能代表

一切 – 有一定的團隊精神，才能完美地舉辦好一個活動；懂得待人接物的技

巧，才能順利與同學交流合作。這些都是我在初高中時期沒經歷過、也未曾想

過會經歷的事情。

曾經，身邊總有人問我：是否後悔選擇了在這裡讀書？直到現在，我都總是自信

滿滿地說出“不後悔”– 畢竟，沒有選擇來這裡就讀，也不會有今天的我。這兩

年裡，有不安、有迷茫，也有驚喜，也有歡樂。在我眼中，在附屬學院學習的日

子，不是完美的，卻是豐滿的；這並不是一條平穩的康莊大道，卻是一道搖搖

不穩、但心平氣靜就能平穩通過的獨木橋。我很欣慰，自己能不忘初心地走到

了對岸。

選擇權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要昂首走下去，對吧？

成功之路

2016/17學年
理學副學士 – 環境科學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大學
理學（環境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三年級

譚紫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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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強化課程

為使內地學生更容易融入學院以英語為主的學習環境，學

院特設英語強化課程，提高學生英語能力。課程以單元方

式教授，協助學生掌握在雅思英語水平測驗中所要求的基

本溝通技巧。學生可透過課堂的英語活動及訓諫，增強英

語溝通能力。此外，課程設計亦鼓勵學生在課後多做練

習，為在港或越洋升學做好準備。

完善的支援服務

雅思英語水平測試準備

課程旨在為學生準備雅思英語水平測試，透過練習使學生

熟習聽、說、讀、寫等模式，掌握答題技巧、提升學生考

試自信，以期他們能盡量發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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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旨在協助學生處理個人生活

及學習上的困難，並透過講座、工作坊及體驗活動，

提升自我認識、發展潛能，以培養更成熟的生活態度

及技能，為學生未來的升學或就業做好準備。

在計劃未來升學或就業路向，學院的輔導主任為學生

提供不同方面的協助。由於學院學生多有繼續升學的

打算，為協助學生成功升讀大學課程，輔導主任舉辦

本地及海外升學講座、校友經驗分享會，亦為學生安

排一對一模擬面試。就業輔導方面，為學生舉辦一連

串就業準備活動，例如參觀企業、就業講座、職涯規

劃工作坊及模擬面試等，讓學生了解職場的生活及要

求，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學生更可利用學院的升學就業資源閣，裡面存放香

港各大專院校及部份海外大學的入學資料，以及有

關升學、就業、面試技巧及求職要訣等書籍，供學

生參考。

針對內地學生的學習需要，服務單位安排一系列的迎

新活動和支援服務，包括辦理香港身份證、參觀校園

和各項學習設施，以及認識社區和購買日用品等。為

進一步協助內地學生能盡早適應本地及學院的生活，

服務單位特意定期安排小組活動，包括讀書技巧和小

組習作技巧等，並提供升學資訊，跟進學生報讀大學

所遇到的問題及提供個人指導等，為學生升讀大學作

充份的準備。

導師關顧計劃

學院為幫助內地學生融入學院生活，克服學習上的困

難，特別推行「導師關顧計劃」。學院為每位內地新

生編配一位學院導師，為學生提供學習上的指導。

朋輩關顧計劃

「朋輩關顧計劃」主要為關顧內地新生的需要而設立。

內地新生來港後，要面對學習及適應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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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盡快適應學院學習生活。透過本計劃，新生能獲得

適切的關顧，學長也能發揮互助精神及領導才能，助新

生融入學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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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學習環境對學習生活非常重要。本學院課程的主要上課地點分別為九龍東分校、北角城教學中心、港島東分校、九龍西分校及

製衣業訓練局（九龍灣）。各個校舍毗鄰港鐵站，交通便利。教學設施齊備，設有參考書閱覽室、實驗室、學生休息室等，為學生提供

上佳的學習環境。此外，學生亦可享用香港大學的圖書館及體育設施。

優良的學院設施

英語自學設施

學院設有英語自學中心及多媒體自學中心，學習資源豐富，

讓學生以更靈活的自學方式提升英語水平。此外，學院亦設

立「英語講場」，學院講師每週舉辦各類活動，讓學生積極

參與，跟老師在輕鬆的環境下用英語暢談生活趣事，交流學

習心得，藉以提升英語能力。

圖書館設施

除了校舍之參考書閱覽室，本院學生亦可使用香港大學的

圖書館設施，包括主圖書館及六個支館。圖書館藏書量非

常豐富，有超過三百萬冊印刷書籍及刊物。

網上學習系統

為切合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學院特別引入由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提供的網上學習系統「SOUL 2.0」（SPACE On-

line Universal Learning），為講師和學生提供網上教學及

學習支援。學生可通過這個既全面而又易於操作的網上學習

系統與同學及老師交流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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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驗室

修讀理學副學士課程的學生，不但可在校舍實驗室上課，亦

會到香港大學本部進行實驗和練習。

特別設施

學院不斷改善校舍設施，以期為學生提供更完善的學習環

境。學院特別設立表演藝術室、視覺藝術室、製作室、多用途

室、美術及設計工作室、建築學工作室、工程學實驗室等，以

配合不同課程的教學需要。

電腦室、電腦站台及手提電腦借用服務

為配合學習上的需要，學院在各教學中心內設有電腦室及電

腦站台，為學生提供強大技術支援。所有電腦均接駁互聯網

及安裝各種常用電腦軟件。學生亦可使用「電腦站台」的設

施，以及學院提供的手提電腦借用服務，通過互聯網掌握世

界各地的最新資訊或搜集所需資料，提升學習效能。校園內

亦提供免費無線網絡，讓學生使用。

體育課程及設施

體育課程是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環，學生可使用香港大學的體

育設施及修讀由香港大學體育部開設的體育課程，讓身心得

到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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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采的校園活動

學生大使計劃

學院會挑選品學兼優的學生為「學生大使」，提供領袖訓

練，培訓成為傑出的領袖。學生大使有機會參與學院舉辦

的不同活動以實踐所學，除了擔任學院及學生之間的橋

樑，學生大使亦肩負向外界推廣學院形象及辦學宗旨的

重任。

學生會及學生組織

學院設有學生會，所有在學院修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

的學生均為學生會成員。學生會的宗旨是充當學院與學生

之間的橋樑，促進溝通；並與各學會合作，向學生推廣各

類型社會、文化、體育及學術活動。

師友計劃

「師友計劃」讓學生在社會才俊指導下，激發潛能，發

展自我。2017/18年度的「師友計劃」參與人數超過100

人，啟蒙導師包括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在啟蒙導師的指導

下，學生可擴闊視野，提升個人的思考層次。

28



入學條件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最低入學資格#。

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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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達所屬省／市滿分之60%。

其他學歷

學院亦會考慮同等學歷之申請。

其他入學要求

申請人須通過筆試及面試。

# 個別課程或有特定入學要求。

學習費用

2018/19年度內地學生就讀之課程費用如下：

課程 基本學費（每年）̂   其他費用^

副學士
文學
（英國語言及文學）
文學
（語言及人文學科）
文學
（法律學）
文學
（媒體、文化及創意）
工商管理
中醫學
工程學
社會科學

高級文憑
商業學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
環球供應鏈管理
市場學 

副學士
理學

高級文憑
建築學
工程學
資訊科技
資訊保安
翻譯及傳譯

住宿安排

獲錄取之學生須自行安排來港後的住宿，並提交「自行安排

住宿同意書」。如租住九龍灣或港島區的樓房，以2-3名學

生合租計，估計每年之租務費約每人港幣50,000元（不包括

膳食費）。生活費預算每學年約不少於港幣45,000元。以上

費用只供參考，學生應按個別需要，自行釐定預算標準。

學生簽證 / 進入許可標籤

學院將協助獲錄取之內地學生辦理學生簽證/進入許可標

籤，申請手續費用為港幣800元正，有關詳情可向香港入境

事務處查詢。然而獲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取錄並不代表能成
功獲發有關學生簽證/進入許可標籤。學生在取得簽證/進
入許可標籤後，須自行向戶口所屬地公安局申領「來港通行
證」。

報名程序

申 請 人 需 填 寫 入 學 申 請 表 格 。 除 特 別 列 明 外 ， 表 格 必

須 以 英 文 填 寫 。 有 關 課 程 詳 情 ， 請 瀏 覽 學 院 網 站 ： 

http://hkuspace.hku.hk/cc/chi/application-and-admission/

mainland

填妥之表格需連同下列文件一併遞交：

(i) 近照一張

(ii)  身份證複印件（以“A4”紙張複印）

(iii) 港澳通行證、香港身份證及單程證復印件（如適用）

(iv) 高中成績單及高中畢業證書或具同等學歷複印件（以“A4”

紙張複印）

(v) 高考成績單或具同等學歷複印件（以“A4”紙張複印）或

高考放榜後於即場招生日遞交

(vi) 報名費（於中國內地面試：人民幣500元正；於香港面試：

港幣150元正）（於即場招生日繳交）

郵寄

如以郵寄方式遞交申請，請確保申請於2018年7月9日（星期
一）或之前（以本學院收件日期為準）成功郵寄至香港大學附

屬學院入學組（地址：香港九龍九龍灣宏開道28號）。

請勿郵寄現金或支票。

親身遞交

申請人亦可於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7月9日星期一）前親身

遞交至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報名中心。有關各報名中

心的地址及辦公時間，請瀏覽http://hkuspace.hku.hk/cht/

learning-centre。

入學詳情

^ 有關費用或會按年調整。
* 保證金如未被扣除，金額將撥作學生的畢業費用，或於學生中途離校時退

回。

附加費用
HK$40,000

（分兩學年繳交）
及

學生會年費
HK$110

及
保證金*
HK$500

HK$57,000

HK$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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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結果

獲錄取之學生將收到專函通知，學生如接受錄取，須填妥學生

簽證/進入許可標籤申請表格，並連同相關文件，於指定日期

內繳交留位費港幣27,800元（已包括首年部份課程費用、第一

期附加費用及簽證申請費），另首年學習費餘款（包括學習費

用餘額、保證金及學生會年費）則須於繳交留位費後3天內支

付。如申請人不獲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批准來港，除報

名費及簽證申請費不會退還外，已繳交的註冊費、課程費用餘

款、保證金及學生會年費將全數退還。倘因資料不全而致未

能取得簽證/進入許可標籤，所有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學生須確保於指定日期內辦妥所有入學手續，否則將被視作

放棄錄取處理，所有已繳交的費用將不會退還。

有關招收內地學生鄭重聲明

招生時間表（暫定）
課程講座、筆試及面試

2018年6月30日（星期六） • 廣州(廣州珀麗酒店)

2018年7月7日  （星期六） • 深圳(深圳富苑皇冠假
日套房酒店)

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 香港 (香港大學附屬學          
院九龍東分校)

截止報名日期  2018年7月9日（星期一）
筆試及面試	 個別通知
公佈錄取名單  個別通知
開課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日期 地點

於即場招生日遞交

申請人請帶備身份證明文件及學歷證明文件（正本及複印

件），連同報名費於即場招生日遞交申請。

申請人所遞交之資料將用作辦理申請手續。申請人須確保所

有資料均正確無誤。學院有權要求申請人出示有關證明文件

之正本以作核實；若申請人未能提供所須資料，本學院有權

拒絕其申請或取消其獲錄取之資格，所有已繳交的費用均不
會退還。

查詢方法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入學事務處

地址： 香港九龍九龍灣宏開道28號

電話： (852) 3416 6338

傳真： (852) 2305 5315

電郵： cnadmissions@hkuspace.hku.hk

網址：  http://hkuspace.hku.hk/cc/chi/application-and-

admission/mainland

鑒於入學申請期間電話線路非常繁忙，如有查詢或須更改個

人資料，請以電郵或傳真聯繫入學事務處。

  http://weibo.com/hkuspacecc
  HKUSPACE CC
  hkuspace_cc

本學院並無委託任何中介機構招收學生，亦無預留任何

學額予任合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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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學院網頁內最新資料為準）

（有關詳情請留意學院網頁公佈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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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內地學生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入學計劃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to Associate Degree & Higher Diploma Programmes 

for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2018/19

4. 國家統一高考成績 NJEE RESULTS 
參加高考地區（省/市）  
NJEE Taken Region (Province/City)

  考生編號
Candidate No.

年份
Year

文科 
Arts

理科 
Science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分數 Scores  

科目
Subjects

語文
Chinese

英語
English

數學
Mathematics

高考總分數
Total Scores

其他科目 (請列明科目名稱，如理綜 – 物理、化學及生物)
Other Subjects (please specify, e.g. Integrated Science -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2. 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 (English)

中文 (Chines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住宅電話號碼  
Home Telephone No.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傳真號碼  
Fax No.

手機號碼 
Mobile Phone No.

通訊地址（請以中英文填寫）Correspondence Address (Please complet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戶籍（省/市）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rovince/City)

往來港澳通行證号碼（如有）
Exit/Entry Permit for Traveling to
and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No. (If any)

 

姓名拼音#

Name in Pinyin
 

 
#

*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Please put a“✓”in the appropriate box.   *

必須與護照相同。Be identical with your name on your passport.

性別
Gender

身份證號碼
Identity Card No.

男
M  
 女

F   
 

 

  

   

86 - 86 -

86 -

 -

-

日 day   月 month   年 year

郵編 
Postal Code

相片
Photo

注意： 1. 除特別列明外，表格必須以英文填寫。
2. 填妥之表格須於2018年7月9日或之前（以本學院收件日期為準）郵寄至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入學組（地址：香港九龍九龍灣宏開道28號）。
 遞交申請時必須附呈下列文件：

(i) 　內地身份證复印件（以‘A4’紙張複印）
(ii) 　往來港澳通行證、香港身份證及單程證复印件（如有，以‘A4’紙張复印）
(iii) 　高中成績表及高中畢業證書或具同等學歷複印件（以‘A4’紙張複印）
(iv) 　高考成績單或具同等學歷複印件（以‘A4’紙張複印）或高考放榜後於即場招生日遞交
(v) 　報名費（於中國內地面試：人民幣500元正；於香港面試：港幣150元正）（於即場招生日遞交）

3.  如獲安排面試，申請人須於面試當日出示上述文件之正本，以便本學院核對資料。  
4.  递交申請表后，所選報的課程將不可更改。

Notes:       1.  The form should be completed in English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2.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sent to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Admissions Office (Address:  28 Wang Hoi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on or before 9 July 2018, together with the following items:
(i) 　A copy of Resident Identity Card (on A4-size paper)
(ii) 　A copy of Exit/Entry Permit for Traveling to and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HKID card and One-way Permit (if any, on A4 size paper)
(iii) 　A copy of high school academic transcript(s) and high school graduation certificate or equivalent  (on A4-size paper)
(iv) 　A copy of the result of the JEE or equivalent (on A4-size paper), or to be submitted upon release of result in person during Walk-in Admission Days
(v) 　A non-refundable application fee (for interview conducted in Mainland China: RMB500; for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ong Kong: HK$150) (to be paid during Walk-in 

Admission Days)
3.  Applicants who are invited for interviews are required to bring along the originals of the above documents for verification. 
4.  You are NOT allowed to change the programme choice after the applic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注1：      遞交申請表後，所選報的課程將不可更改。
Note1:    You are NOT allowed to change the programme choices after the applic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注2：      學院會先處理你的第一課程申請，如未被甄選，便會考慮你所填報的下一個選擇課程。
Note2:    We will process the 1st choice of programme in your application and if it is unsuccessful, your next choice of programme will be considered automatically.

 
1. 申請課程 PROGRAMME APPLIED FOR  

C C第一選擇課程 報名編號 
1st Choice Programme Application Code

00 / 81

C C第二選擇課程 報名編號 
2nd Choice Programme Application Code

00 / 81

請填寫所選擇的課程名稱及報名編號。Please indicate your programme choice and application code. 

3. 特殊需要申請人 APPLICANTS WITH SPECIAL NEEDS
閣下在學習及/或考試等方面是否需要特別安排？
Do you need special arrangement in learning and/or taking the examination?

否
No  
 是

Yes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
閣下是否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單程證？
Are you staying in HK with Permanent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 Permit for 
Proceeding to Hong Kong and Macau (One-way Permit)?

否
No  
 是

Yes   
香港身份證號碼：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o.:   

為所有人士提供平等學習機會是學院的既定方針。如 閣下於學習及/或考試等方面需要特殊幫助，務必於報名表內說明。學院將要求 閣下提供相關資料（例如：醫生證明），以便及早評
估能否提供適切的協助。如 閣下未能及早申明及提交相關證明文件，學院將無法提供協助。
It is the College policy to offer equal opportunities to all applicants. To enable us to meet the needs of all students, you are invited to indicate on this form whether you require any special 
assistance. If you do need such assistance, the College may approach you subsequently to obtain further details (such as medical certificates) so as to facilitate our planning and assess how best 
we can help you. If you fail to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the College may not be able to consider any subsequent request for assistance.



5. 就學詳情 EDUCATION BACKGROUND 
請按就讀的日期順序列出。Please list in chronological order.

6. 其他相關資料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請提供可助你獲得錄取的相關資料（例如：課外活動、志願工作、長處及短處、報讀此課程原因、興趣及就業抱負等）。（如有需要請另紙書寫)
Please provide information which you feel will be of interest to the selection panel.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n a separate sheet of paper if any)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7. 你從何處獲悉本入學計劃？HOW DID YOU LEARN ABOUT THIS PROGRAMME? 
請在适當方格內加上“✓”号。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可作多項選擇 You may choose more than one option) 

学院入学計划課程概覽
College Prospectus

學院網站
College Website

課程講座
Admission Seminar

新浪微博/新浪博客
Sina weibo/ Sina Blog

報章（請列明）
Newspaper (please specify)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親朋/師長推介
Referrals by friends/ teachers/ relatives 

申請人注意事項 Notes to Applicants
1. 成功申請者只會就此申請獲一個課程取錄。該課程如因收生人數或其他原因而取消，申請者可獲退款或安排入讀其他課程，惟申請人須符合該課程的最低入學要求及視乎學額而定。
2.  非本地申請人必須持有由香港入境事務處所簽發之學生簽證（/進入許可標籤）方可修讀本學院課程。申請人入學前須辨妥有關手續（有關詳情請自行向香港入境事務處查詢）。唯以受養人身份來港者，毋須經事先批准，可修讀全日制
課程。獲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取錄並不代表能成功獲發有關學生簽證。

3. 本學院或於課堂及活動時進行拍攝或錄像，有關資料將會用作宣傳或推廣之用。若　閣下不欲本學院使用其肖像於學院任何宣傳品，請致函「香港九龍九龍灣宏開道28號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入學事務處」，本學院將盡量按　閣下的意
願跟進。　閣下仍可行使其個人權利，在本學院進行拍攝或錄像時，表明意願。

4.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校長有權決定是否接受轄下課程之入學申請。
1.   You will receive only one offer for this application if your application is successful. If the programme you are offered is cancelled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enrolment or other unforeseeable difficulties, your course fee can be refunded or you may 

be considered for admission to another programme, subject to your meeting the minimum entrance requirement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places in that programme.
2.   All non-local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obtain a student visa (or Entry Permit) issued by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a course of study in Hong Kong, except for those admitted to Hong Kong as 

dependents, who do not need prior approval before taking up full-time studie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applicants to make appropriate visa arrangements (fo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Admission to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programme does not guarantee the issue of a student visa. 

3.   HKU SPACE may take photographs or videos during classes or activ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publicity and course promotion. If you do not wish your image to be published by any means, such request should be addressed to “Admissions Office,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28 Wang Hoi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and we would try our best to accommodate your request. However, you can still exercise your right to express your wish not to have your image captured in the 
above circumstances.

4.   The College Principal of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has the final decision on accepting any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聲明及授權 Declaration and Authorization 
1. 本人聲明本報名表及隨附文件所載一切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正確，並無遺漏。如有虛報或數據不全，即使已獲校方錄取及註冊，亦有可能被取消資格。
2. 本人授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使用本人的資料，作為處理本人申請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課程之用，以及查閱本人於香港或其他地方之學生紀錄。
3. 本人授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向相關機構抽取、發放及查閱有關本人申請課程所列出的學歷及專業資格。
4. 本人同意如本人註冊入學，當遵守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的規例。
5. 本人明白，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1.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and the attached documents ar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ccurate and complete and that any false information or misrepresentation will disqualify my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and enrolment.
2.  I authorize HKU SPACE to use, check and process my data as required for my application to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programmes. I accept that all the data in this form and those the School is authorized to obtain will be used for purposes 

related to the processing and administration of my application in the School context.
3.  I authorize the School to obtain,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extract, release and access any information about my qualifications and/or employment as required for my application.
4.  I consent that if registered in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I will conform to the Statut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rules of HKU SPACE and the Community Colleges. 
5.  I am fully aware that fees paid are neither refundable nor transferable.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以上註意事項、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有關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在處理個人資料（私隱）的守則。
I have noted, understood and agree to the contents of the above Notes, Statement on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and HKU SPACE policy on Personal Data (Privacy).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Statement on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1.  申請人必須提供其個人資料及課程申請所需資料，否則本學院將不能有效處理其申請。
2.  在法律許可情況下，個人資料將會作入學申請、註冊、有關學術及行政通訊、校友事務及聯絡、研究、統計、市場分析及推廣（包括直接銷售）等用途。只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職員才能處理有關數據，但亦可能會轉移到為學院提供
有關服務的委託人處理。

3.  完成報名程序及課程註冊後，申請人如不獲取錄，其個人資料將會被銷毀（如申請人於以下第6項表明願意接收學院的推廣訊息，申請人的聯絡數據及同意接收學院推廣訊息的記錄將保留作此等用途），獲取錄者的個人資料會被留作
學生記錄，只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職員或為學院提供有關服務的委託人才能處理有關檔案，而　閣下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將絕對保密。報名付款時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則循法例規定留作相關用途，以及退款處理之用（如需要）。

4.  如獲取錄，申請人需呈交彩色近照一張以作學生證明之用。
5. 在緊急情況下，學院將向學生髮放電話短訊，或在有需要時附以其他方式，如電子郵件，以作通知。請準確填寫有關資料以便聯絡。如有任何更改，請盡快向學院提出更新。如　閣下對接收電話短訊通知遇有困難，請聯絡課程組，以便
作適當安排。

6. 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方法及其他數據如曾報讀的課程、畢業年份等）將用作與學院溝通渠道，學院將透過信件、電子郵件、流動電話和其他社交媒體等為申請人、學員和校友送上學院的最新課程數據及推廣訊息，這
些信息亦將包括學院講座及活動、折扣優惠、診所服務、校友會活動、校友會會員尊享優惠、校友聯誼及籌款活動等，當中亦可能包括香港大學或其附屬機構的不定期信息。　閣下可隨時以書面或電郵方式向學院申明是否願意繼續接
收有關信息。

如不欲收到任何透過上述渠道發出的信息，包括折扣優惠，請在方格內填上剔號。□
7.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知悉學院有否保留其個人資料，同時亦可查閱、索取及更改其個人資料。申請人如欲查閱其個人資料，請填妥指定表格並交回本學院個人資料私隱主任。本學院將會酌情收取行政費用。如欲更改
一般個人資料，請填妥「申請更改個人資料表格」並交回本學院。

8.  如欲了解本學院私隱政策的詳情，請參閱本學院的課程手冊或網頁（http://hkuspace.hku.hk/cht/policy-statement/privacy-policy）。
9.  本學院作為香港大學的一部分，大學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亦適用於本學院。詳情請參閱（http://www.aal.hku.hk/admissions/documents/pics.pdf）（只提供英文版本）。

個人資料用作直接銷售

修讀日期 Date of Attendance

由（月/年）
From（mm/yy）

由（月/年）
From（mm/yy）

 
省 / 市

Province / City

曾修讀或現正修讀中學 / 學院 / 教育機構
School / College / Institution
Attended / Attending

課程名稱 / 學歷程度 / 應考之公開試
（如國際文憑、普通教育文憑）
Programme Title / Qualification / 

Public Examination Attained (e.g. IB, GCE)

應考年份 (如适用)
Year of Attempt 
(if applicable)

1.  It is necessary for applicants to supply their personal data and to provide all the information requested in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as otherwise the School may be unable to process and consider their applications. 
2.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form will be used for processing you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and for registration,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lumni management and contacts, research, statistical and marketing 

(including direct marketing) purposes. The data will be solely handled by HKU SPACE staff but may be transferred to an authorised third party providing services to the School in relation to the above purposes and prescribed purposes as 
allowed by the law from time to time. 

3.  When the processing and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applications for a particular programme have been completed: (a) the application papers of un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be destroyed (if you have indicated to receive our promotional materials 
in Paragraph 6 then your contact details and opt-in consent would be retained for such purposes); and (b) the application papers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serve as part of the applicant’s official student records and will be handled by HKU 
SPACE staff or by staff of an authorised third party providing services to the School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d purposes. In all such circumstances, please be assured that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you supply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arising from any payment for this application may be retained as statutorily required and for processing refund, if necessary. 

4.  Upon enrolment, applicants will be required to submit a recent colour photo for student identification purpose.
5.  The School will send urgent messages to students via Short Message Services (SMS) and supplement by other means such as email (if the need arises).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hat the mobile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that the applicant 

provides are accurate. Any change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Admissions Office immediately. Those who have genuine difficulty in receiving urgent messages via SMS should contact the Admissions Office for separate arrangements.

Use of Personal Data related to Direct Marketing 
6.  From time to time, the School will send the latest updates and promotional materials to applicants/students and alumni on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programmes and courses.  This will also include seminars and events, discounts and offers, clinics 

and other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alumni events, privileges and offers,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and fund-raising initiatives. Occasionally information from our parent university and fellow HKU subsidiaries may also be sent.  Variou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ll be employed such as direct-mail, email, mobile phone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media, by using your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but without limitation to, your name, contact details and other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your profile such as the programme(s) you enrolled, your graduation year etc). You always have the right to make subsequent changes on your choice of receiving further marketing materials by sending a written unsubscribe request (by 
email or by post) to the School at any time.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our latest updates and promotional materials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s stated above, including discounts and offers from time to time, please check this box. □
7.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pplicants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School to ascertain whether it holds your personal data, to be given a copy, and to apply for correction of the data, if deemed incorrect. 

Applications for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should be made by using a special request form and on payment of a fee. Such applications f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HKU SPACE. For general requests 
of personal data amendment, please fill out the “Application Form for Personal Data Amendment” and submit it to HKU SPACE.

8.  For details on the School’s policy on personal data (privacy), please refer to the School Prospectus or Website (http://hkuspace.hku.hk/policy-statement/privacy-policy).  
9.  HKU SPACE, being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of the University also applies and can be accessed from (http://www.aal.hku.hk/admissions/documents/pics.pdf ).

全日 / 兼讀
Full-time / 
Part-time



1.  課程是否在國家的「計劃內」？
	 內地學生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入學計劃有別於內地高校

統一招生計劃，學生需另行報名。此課程不佔內地高考志
願。完成課程後畢業生可向海外或香港本地大學個別提交
入學申請。

2.  課程認可及升學前景如何？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副學位學歷廣受香港及海外大學承認，

學院的輔導主任會為學生提供升學輔導及諮詢服務。入學
條件則取決於各院校，考慮條件可包括校內成績、面試、
筆試、曾參加之課外活動、曾獲取之獎項等。學生能否升
讀所申請的院校，由該院校作最後審批。

3.  何時須繳交學費？
	 獲錄取之學生須於指定日期內繳交留位費港幣27,800元

（已包括首年部份課程費用、第一期附加費用及學生簽證申
請費），另首年學習費餘款（包括學習費用餘額、保證金及學
生會年費）則須於繳交註冊費後3天內支付。以上費用或會
按年調整。

4.  是否有宿舍安排？
	 獲錄取之學生須自行安排來港後的住宿，並提交「自行

安排住宿同意書」。如租住九龍灣或港島區的樓房，以
2-3名學生合租計，估計每年之租務費約每人港幣50,000
元（不包括膳食費）。生活費預算每學年約不少於港幣
45,000元。以上費用只供參考，學生應按個別需要，自
行釐定預算標準。

5.  學院會否代辦簽證 / 進入許可標籤？
	 學院將協助獲錄取之內地學生辦理學生簽證/進入許可標

籤，申請手續費用為港幣800元正，有關詳情可向香港入
境事務處查詢。學生在取得簽證 / 進入許可標籤後，須自行
向戶口所屬地公安局申領「來港通行證」。如申請人不獲
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批准來港，除報名費及簽證申
請費不會退還外，已繳交的留位費、課程費用餘款、保證
金及學生會年費將全數退還。倘因資料不全而致未能取得
簽證 / 進入許可標籤，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6. 學院會否提供一些特別為內地學生而設的
 支援服務？
 學院將為內地學生提供一系列來港適應活動，包括抵港後

安排、迎新活動、英語強化課程、廣東話練習、升學輔
導、導師關顧計劃及朋輩關顧計劃等。

7.  在什麼地方上課？
	 學生如獲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錄取，上課地點分別為九龍東

分校、北角城教學中心、港島東分校、九龍西分校及製
衣業訓練局（九龍灣）（教學中心地址：http://hkuspace.
hku.hk/cht/learning-centre)。部份課程學生將於香港大學
校園內之實驗室上課。（有關課程的上課地點，學院將在
開學前公佈，屆時請同學留意。）

8.   課程上課時間如何？每星期上課多少天？
  每天上課時間若干？
	 學生一般每星期上課15小時，個別學生上課時間需視

乎所修讀之科目而定。所有課堂均在星期一至星期六進
行。

9.   2018/19學年上、下學期的時間編排如何？
 全學年共分兩個學期，每學期包括12個教學週及為期約

3週之考試。

10. 學院的教學語言是什麼？
	 學院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以便學生更早適應大學教

學模式，為日后升學作好準備。

11. 怎樣計算各科成績？
	 大部份科目的成績是以考試(examination)及持續評估

(continuous assessment)計算出來。持續評估包括功課、
測驗及科研作業等。

12. 課程的修業年期是否有限制？
	 副學位課程的修業年期為兩年，若學生因需重修不及格

之科目或特殊原因申請延遲上課/休學(deferment of 
study)，修業年期可延長一年。唯學生需申請及取得入
境事務處之延長居留許可，方可留港繼續學業。

13. 如果成績不理想，學生是否需要重讀整個
	 課程或不及格之科目？
	 學生須重讀個別不及格之科目。若學生於一學年內取得

少於21學分，有可能被取消學籍。

14. 如要重讀部份科目而延期畢業，要繳交多
少費用？

	 修業期滿而未取得足夠之畢業學分，而需繼續修讀任何
科目，必須按修讀科目之學分數量來繳交學費，計算方
法如下：於2018/19學年如重讀一科3學分的課程，所需
繳交費用為：$2,000x 3（學分）= $6,000。有關費用或
會按年調整。

15. 完成課程後，學生的文憑由誰頒發？
	 成功修畢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課程的學生，均按香港大學體

制，經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授副學士學位/高級文
憑畢業證書。

 上學期    下學期

開課日    

完課日  

考試  

*此為暫定的時間編排，如有更改，以學生手冊為準。

2018/19學年的時間編排如下*：

2018年9月10日 2019年1月18日

2018年12月7日 2019年4月26日

2018年12月11日至
12月31日

2019年4月30日至
5月19日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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