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

明天
Bridge to a brighter future

2021/22
內地學生課程概覽
副學士

高級文憑

重要日子
網上入學申請
2021/22學年內地學生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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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參加暫定於四月至六月期間舉行的綫上面試，學院將透過電郵通知申請人面試之安排。本年度入
學申請將分為兩個階段：

#

申請時間

面試時間

錄取結果

第一階段

2021年1月18日至
6月14日

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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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

2021年6月中至
下旬

2021年6月28、29、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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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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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安排如有更改，以學院網頁公佈為準。如有爭議，學院擁有最後決定權。
錄取通知書一般以電郵發出，請申請人留意郵箱並根據錄取通知書上的指示按時繳交所需費用及相關文件，否
則將視作申請人放棄該錄取入學資格。
報名費用:每份網上提交入學申請報名的費用為港幣500元正。所有報名費一經繳交，概不退還。
申請人可預先準備以下文件以便學院作出安排:
1. 身份證正本及復印本
2. 高中成績表及畢業證書或具同等學歷正本及復印本
3. 高考成績單或具同等學歷正本及復印本

有關招收內地學生鄭重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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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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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致力成為區內副學位教育機構的翹楚，
自2000年成立以來，學院已培育逾38,000名畢業生，約
26,000人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其中超過13,000人就讀教資會
資助的院校，包括4,420位成功入讀香港大學的同學。
學院提供全方位的課程，為學生銜接至大學打下堅實基礎。
課程中的體驗式學習科目，讓同學運用所學知識與概念，於
真實處境中解決問題。副學士課程中的核心課程糅合跨學科
元素，助學生洞察日常生活中各式議題之間的關聯性。而大
部份高級文憑課程更獲得業界大力支持，提供機會讓同學在
實踐中學習。
疫症期間，學院迅速應變，透過改善課室的設施及調節教學
方式，大大提升遙距教學的能力與配套。我非常有信心，學
生的學習未有因疫症而受嚴重影響，學院更進一步蛻變為現
代教育的先驅，更著重學生的參與度、老師與同學的互動，
有效地結合網上和真人學習。
十指有長短，各自不相同，學習模式亦因人而異。為此，學
院努力不懈，發展創新的課內及課外活動，確保同學有機會
在挑戰中發揮潛能。多年來，我們的學生在公開音樂劇演
出、在企業進行探索式學習，以及參與幫助弱勢社群的項目
等。學院將持續引入新課程，以加強學生的學術素養與就業
能力，並探尋更多方法拓闊學習模式，打破時間與空間的界
限。
港大附屬學院協助學生多方面發展，我們的學生輔助及個人
發展服務團隊定期舉辦活動，促進同學的個人成長、自我發
現、建立人際網絡，及加強職場競爭力。除學生會和不同社
團的活動外，同學亦可擔任學生大使，或參加師友計劃等。
學院將繼續竭盡所能，為學生開拓更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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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鼓勵各界與內地作多方面的合作交

西醫書院，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多年來，香港大學一

流。2005年5月，教育局宣佈把香港發展為區內教育樞紐，

直秉承優良傳統，具備卓越的師資及世界級的科研發展設

讓內地學生來港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副學位課程。學院一直

施，致力培育社會領袖人才。

發展與內地優勢互補的合作關係，遂於2005/06年度開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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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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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的機會，開辦的課程包括文憑、高級文憑、副學士、深造
文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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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格的學術素質機制監管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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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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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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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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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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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專責評審課程設計、目標、學習成效、教授模式及成績

學生啟發潛能，鍛煉獨立思考能力。副學士課程較著重學術

評核方法等。大部分校外考試主任及校外評核主任均由香港

鍛煉，傳授各種學科知識，為學生的升學路打下堅實基礎；

各大學的教授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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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優秀的師資

式，幫助學生更容易適應大學的學習模式。此外，學院的講

學院擁有優良師資，大部分講師持有碩士或以上學位，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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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26,000名學生升讀香港及
海外學士（本科）學位課程，成績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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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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院更会邀請業內專
業人士擔任客座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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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信賴的教學素質

英語互動教學、提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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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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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升讀大學和發展事業所需。另學院亦遵守香港大學專業進

大學教學模式，為日後赴笈海外作好準備。學院亦特別為內

修學院的學術素質保證制度，定期檢討各項課程，確保優良

地學生安排英語強化課程，提供英語書寫及會話訓練。

教學素質，以期符合學院的辦學宗旨。
課程採用雙向和互動的教學方法，有助學生從樂趣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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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他們日後成為品學俱佳的社會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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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學士課程採用學分制，設計靈活，學生可按自己的興趣和

全面而持續的評核

能力選讀不同科目。除修讀喜愛的主修課程，學生亦可選修

學院採用全面而持續的評核機制，以不同方式如作業、匯

其他範疇的學科，從而獲得廣博而專業的知識。

報、測驗、考試等，評核學生在整個學年的表現，以期更準
確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減輕他們的考試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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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教資會資助大學

兩年

兩年

副學士課程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錄取計劃*
一至兩年

高級文憑課程

兩年

一般修讀年期

課程範疇
學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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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通用技能及體驗式學習
20% 核心課程
40% 專修科目

35% 通用技能及體驗式學習
65% 專修科目

大部分課程必須於每年修畢最少30個學分# （即10個學科）
副學士

高級文憑

修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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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亦可銜接北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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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

成功修畢課程之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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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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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部分北美及蘇格蘭大學學位課程屬四年制。
2. 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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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會依據報讀人數、時間表安排及可用資源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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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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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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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或英
國的大學。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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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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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結盟大學 Collaborating Universities*

美國 The USA

澳大利亞 Australia

英國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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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澳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曼徹斯特都會大學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 威廉傑瑟普大學
William Jessup University

• 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

* 備註：海外結盟大學名單將不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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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覽
經濟及商學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9

工商管理副學士
Associ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程及科技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P.10

工程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Engineering

P.10

數據科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Data Science

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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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
學院會依據報讀人數及可用資源來決定每學期所開辦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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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編號 Application Code

AD111

工商管理副學士

Email:
aba@hkuspace.hku.hk

Associ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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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Year 1

Year 2

•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study themes)

•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Accounting

Applied Economics

• Managerial Accounting

• Microeconom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Principles of Auditing

• Macroeconom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Hong Kong Tax Framework

•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

Marketing

Management

•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 Business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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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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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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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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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Through-train Pre-enrolment Scheme*
‧

威廉傑瑟普大學

‧

南澳大學

William Jessup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備註：海外結盟大學名單將不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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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編號 Application Code

AD113

工程學副學士

Email:
aeng@hkuspace.hku.hk

Associate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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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Year 1

Year 2

• 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 Introduction to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Circuits

Computer Science Theme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heme

•
•
•
•

•
•
•
•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Internet Programming
Introduction to Database Systems
Mathematics for Computing

Signal and Communication
Microcontrollers
Introduction to Analog Circuits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Organization

Computer Engineering Theme
•
•
•
•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Organization
Microcontrollers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Mathematics for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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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Through-train Pre-enrolment Scheme*
‧

威廉傑瑟普大學

‧

南澳大學

William Jessup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備註：海外結盟大學名單將不時更新

報名編號 Application Code

HD139

數據科學高級文憑

Email:
hddatasci@hkuspace.hku.hk

Higher Diploma in Data Science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掌握數據分析的知識及技巧。畢業生能夠靈活運用各類型數據分析軟件、統計學知識及電腦程式編寫技巧，為不同範疇的企
業包括金融、零售、科技、醫療及政府部門提供數據分析及大數據系統設計服務。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Year 1

Year 2

Experiential Learning

•
•
•
•
•
•

•
•
•
•
•
•
•

• Project (Data Science)

Ethics and Computing Professionalism
Project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Big Data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s
Programming for Data Science
Statistics for Data Science I

Mathematics for Computing
Data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Introduction to Database Systems
Data Visualization
Statistics for Data Science II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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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Code

AD109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

#

Email: aamccs@hkuspace.hku.hk

Associate of Arts in Media, Cultural
and Creativ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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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主修科目 Specialism Courses
核心科目 Core courses:

• Visual Culture

• Researching Culture and Media

Advertising and Communications Theme

Creative Media and Industries Theme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me

• Advertis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 Media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Production
• Writing and Editing for Chinese Media

•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 Cultural Space: Examining and Enabling
People and Place
• 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

• Gender and Society
• Media, Society and Consumer Culture
• Questioning Cultural Identity

升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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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位直通車
海外大學優先取錄計劃*

Through-train Pre-enrolment Scheme*
‧  

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
* 備註：海外結盟大學名單將不時更新

＃

不包括音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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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路

一次偶然的機會，讓身在內地的我知道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的存在，毅然
踏上來香港的求學之路。不得不說的是，港大附屬學院給了我第二個機
會，追求夢想的學府。
從一開始的不適應，到現在畢業的不捨，在港大附屬學院的學習體驗是
難忘的。在剛剛來港的第一個學期，其實會感到迷惘和不適應，因為這
裡的教學方式和環境與我之前的學校很不一樣，但慶幸的是老師和很多
本地同學都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也很樂意讓我融入他們的圈子。學院

李昊祥

有很多不同的組織可以加入，也會定期舉行不同的活動，幫助同學緩解
學習壓力，促進與同學或老師之間的交流。

2018/19 年文學副學士
(語言及人文學科)
雙語傳意研究畢業生

對我來說，在港大附屬學院的學習更像是一種提前體驗，讓我更容易適

現就讀香港理工大學
語言學及翻譯學(榮譽)
文學士一年級

一步一腳印，想要獲得好的成績和進入夢想學府，就要腳踏實地，只要

應以後大學的生活，積累一些知識，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會那麼迷
惘與無助。

朝著自己的目標努力，什麼時候開始都不算遲。

在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修讀的兩年間，我不僅涉獵了商科的多個領域，且
為以後升讀學士的進修打下夯實基礎。除此之外，副學士的教學模式
註重小組合作，讓我認識到五湖四海的朋友，培養團隊協作的精神，課
程安排也給予我更多主動發展的空間，更積極地摸索適合自己的學習方
式，去獨立思考、規劃。兩年的時光有忐忑，亦有迷惘，惟全力以赴且
不放棄，機遇終會出現。

周明慧
2019/20 年工商管理副學士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學士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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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路

在HKU SPACE CC的兩年學習期間，我感到非常開心，並獲益匪淺，
遇到了值得作為榜樣的老師，也結識了幾位交心朋友。我想通過兩個小
故事，表達我在CC的所見所聞，分享我的感動和喜悅。
故事一︰我的英語老師Mary Lo
Mary是位很愛笑的老師，她笑起來像花一樣，同學們也喜歡和她交
流。有一次，我發表了英語演講後，Mary說我演講時微笑不夠多，建
議我多微笑。我不習慣演講時微笑，也很好奇，為什麼Mary上課能

陳一飛
2018/19 年工商管理副學士 –
市場學專業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金融）二年級

笑得那麼開心，整個課堂氣氛受她影響，變得輕鬆活潑。所以我就問
Mary，為什麼你上課會經常在笑。
Mary說：「因為我一直想著一個問題︰如果我是學生，我會想要和經
常笑的老師多溝通，還是和一個板著臉的老師多交流？所以在我剛剛成
為老師的時候，我每天都會在鏡子前練習，一邊演講，一邊微笑。直到
這成為我的習慣。」
我聽後很受觸動，發現Mary很關心學生，用心做好老師這份工作。她
設身處地站在學生的角度去思考，想方設法讓學生更容易學習。她用行
動向我詮釋了什麼叫「敬業」，是學生的榜樣。我也覺得很幸運，能夠
遇到這樣的老師。
故事二︰中秋節吃月餅
2019年中秋節，我的一位好朋友，特地排隊幾小時去買流沙月餅，帶
到九龍東分校三樓休息室，三個朋友一起吃了頓午餐和月餅。
這是非常開心、恬靜的感覺，而且有些感動。對我來說，一個人從上海
到香港，很多困難都要自己處理，有時候會感到辛苦和無助。但是背井
離鄉，還能有朋友在中秋節想到我，一起面對壓力和挑戰，感覺輕鬆很
多，就像多了一個歸宿。
我很感謝HKU SPACE CC，讓我有緣遇到這麼好的老師們和一群交心
的朋友們，能與他們相遇，我覺得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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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路

我是一個追逐個性追逐自由的女孩，所以選擇來到香港這座包容世界
文化的大都市，選擇來到HKU SPACE CC。我喜歡這裡，因為它從不
限制我的個性，也不阻擋我自由的探尋，我的生活很自在、很充實、
很精彩。有趣的小組討論、忙碌的Final Week、課後和同學在深水埗覓
食、週末的商場血拼以及暑期的海外游学等等……這些讓像水一般平
靜的生活變得多姿多彩。
在香港的兩年，我成長了很多也收穫了很多。我更獨立了，學會更好

項伊麥
2018/19 年文學副學士 (法律學)
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科學學士（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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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料理自己的生活，也學會料理各地美食；我更自信了，我越來越善
於處理生活上各種大事小事，也越來越善於與人溝通交流；更重要的
是，我收穫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收穫了許多獨特的體驗，也收穫
了許多夢寐以求的offer。
總的來說，在CC的這兩年是入讀大學前一個很好的過渡，也是一個很
好的跳板。我希望學弟學妹們在人生道路上，可以到達心之所向，陪
伴你們的，也都是你們最歡喜的模樣。

成功之路

剛到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的第一個學期，我確感到有些不適應，畢竟這邊
的教學模式跟內地不一樣，許多同學都對自由自在的學習氣氛感到迷
惘。同時，這裡的學習時間表是相當彈性，令空餘時間增多。學校有一
些社團例如電影學會、商學社等，讓同學們的大學生活更豐富，結交更
多新的朋友。而我則在第一年加入了香港大學本部的女子排球隊。
學院會給同學們分配personal tutor，由各個科系的老師擔任。我很感謝
我的personal tutor，她不僅在學習上幫助了我很多，在升學時也助了我
一臂之力。除此之外，我在課餘時間參加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認識

胡詩涵
2018/19年 商業學高級文憑—
金融科技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教育大學
全球及香港研究榮譽社會科學
學士三年級

了許多香港本地的朋友，與他們相處期間也學會了粵語。
學院的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設有一個peer advisor的組織，由二年
級的學長學姐們組成，幫助新同學及時解決許多學業或生活的問題。
第二年的時候，我也成為peer advisor的一員，希望可以幫助新入學的
同學，特別是同樣來自內地的學弟學妹。
關於升學，我覺得這是兩年中壓力最大的課題，我希望大家能夠腳踏
實地，耐心等候。學院會為同學準備升學天書，記錄近幾年各個大學
錄取的GPA以及在面試時會問到的問題。
希望同學們能堅持自己的初心，努力學習，兩年後得到自己想要的
offer。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歡迎你！

在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學習帶給我許多收穫與成長。還記得剛進入HKU
SPACE CC的時候，全英文的教學模式與廣東話的生活環境困擾我許
久。幸運的是，身邊的老師和同學都十分友好，每當我提出問題，他們
總會耐心解答。同時，我也在一份份作業、隨筆，一個個小組報告、課
堂展示中積累經驗，培養書面表達能力、溝通能力、演講能力等。

鄭雪柔

很幸運，兩年後我如願升上了大學，為這趟學習之旅畫上了完美的句

2018/19 年工商管理副學士 –
會計專業畢業生

以來充滿挑戰與考驗，但我相信，努力之下定會碩果累累。期待你也能

號。我非常感激每一位幫助、鼓勵過我的親人、老師與同伴。這一路
在HKU SPACE CC開啟你的收穫之旅！

現就讀香港理工大學
會計學(榮譽)工商管理
學士學位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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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的學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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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設施

英語自學設施

除了校舍之參考書閱覽室，本院學生亦可使用香港大學的

學院設有英語自學中心及多媒體自學中心，學習資源豐富，

圖書館設施。

讓學生以更靈活的自學方式提升英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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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Universal Learning），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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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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室、電腦站台及手提電腦借用服務

特別設施

為配合學生於學習上的需要，學院在各教學中心內設有電

學院不斷改善校舍設施，以期為學生提供更完善的學習

腦室及電腦站台，為學生提供強大技術支援。所有電腦均接

環境。學院特別設立表演藝術室、視覺藝術室、製作室、

駁互聯網及安裝各種常用電腦軟件。學生亦可使用「電腦站

多用途室、美術及設計工作室、建築學工作室、工程學實

台」的設施，以及學院提供的手提電腦借用服務，通過互聯

驗室等，以配合不同課程的教學需要。其他设施包括学生

網掌握世界各地的最新資訊或搜集所需資料，提升學習效

休息室、活动室、学生会辦事處、礼堂及体育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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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身心得到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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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支援服務
英語強化課程

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

為使內地學生更容易融入學院以英語為主的學習環境，

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旨在協助學生處理個人生活

學院特設英語強化課程，以提高學生英語能力。課程以

及學習上的困難，並透過講座、工作坊及體驗活動，

單元方式教授，協助學生掌握在雅思英語水平測驗中所

提升自我認識、發展潛能，以培養更成熟的生活態度

要求的基本溝通技巧。學生可透過課堂的英語活動及訓

及技能，為學生未來的升學或就業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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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劃未來升學或就業路向，學院的輔導主任會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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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主任會
舉辦本地及海外升學講座和校友經驗分享會，亦會為

雅思英語水平測試準備

學生安排一對一模擬面試。就業輔導方面，學院會為

課程旨在為學生準備雅思英語水平測試，透過練習使學

講座、職涯規劃工作坊及模擬面試等，讓學生了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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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舉辦一連串就業準備活動，例如企業參觀、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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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各大專院校及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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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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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學院會安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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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內地學生的學習需要，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
會安排一系列的迎新活動和支援服務，包括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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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亦會定期安排小組活動，
包括讀書技巧和小組習作技巧等，並提供升學資訊，
跟進學生報讀大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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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幫助內地學生融入學院生活、克服學習上的困難，
學院特別推行「導師關顧計劃」，為每位內地新生編配
一位學院導師，提供學習上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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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采的校園活動
學生大使計劃
學院招募學生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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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年度的「師友計劃」參與人數約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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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個人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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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詳情
入學條件

住宿安排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最低入學資格#。

獲錄取之學生須自行安排來港後的住宿，並提交「自行安排

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考試（高考）

住宿同意書」。如租住九龍灣或港島區的樓房，以2-3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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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合租計，估計每年之租務費約每人港幣70,000元（不包括
膳食費），生活費預算每學年約不少於港幣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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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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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簽證 / 進入許可標籤

國際高級程度考試、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國際文憑大學預科

學院將協助獲錄取之內地學生辦理學生簽證/進入許可標

課程）之申請。

籤，申請手續及簽証費用為港幣800元正，有關詳情可向香

其他入學要求

港入境事務處查詢。然而獲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錄取並不代

申請人須通過線上面試。

表能成功獲發有關學生簽證/進入許可標籤。學生在取得簽

個別課程或有特定入學要求。
* 如所屬省/市沒有三本線，即需達二本線或以上，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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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費用
2021/22年度內地學生就讀之課程費用如下：
課程
副學士
文學（媒體、文化及創意）
工商管理

基本學費（每年）^
HK$57,000

副學士
工程學
高級文憑
數據科學

HK$59,000

其他費用^
附加課程及
學生支援服務費HK$40,000
（分兩學年繳交）
及
學生會年費HK$110
及
保證金*HK$500
及
學生簽證申請費HK$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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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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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入学申請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本年度只接受在線上入學申請。符合以
下入學條件的申請人，可報名及參加線上面試，請準備以
下文件以便學院作出安排。
1. 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
2. 高中成績表及高中畢業證書或具同等學歷原件及複印件
3. 高考成績單或具同等學歷原件及複印件

報名程序
2021/22學年「內地學生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入學計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開始接受報名。
有關課程詳情，請瀏覽學院網站: https://hkuspace.hku.hk/
cc/chs/admission/admission-for-mainland-students/

申請結果
獲錄取之學生將收到電郵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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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繳交首年學費及其他費用(已包括第一期附加課程及學生
支援服務費用、保證金、學生會年費以及簽證申請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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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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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kuspace.hku.hk/cc/chs/admission/
admission-for-mainland-students/
http://weibo.com/hkuspacecc
HKUSPACE CC
hkuspace_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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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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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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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報讀後可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本課
程主要為準備留港或赴海外留學的學生提供首兩年學習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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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認受性和升學前景如何？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副學位學歷廣受香港及海外大學認
可，學院的輔導主任會為學生提供升學輔導及諮詢服
務。大學入學條件則取決於各院校，考慮條件包括校內
成績、面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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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年學費及其他費
用(已包括第一期附加課程及學生支持服務費用、保證
金、學生會年費以及簽證申請費)。除由學院裁定的特
殊情況（例如課程因報讀人數不足而取消）之外，一切
已繳費用概不退還，學費及學額亦不可轉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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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
元（不包括膳食費）。生活費預算每學年約不少於港幣
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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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進入許可標籤）？
學院將協助獲錄取之內地學生辦理學生簽證（或進入許
可標籤），申請手續及簽證費用為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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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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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學院會否提供一些特別為內地學生而設的支
援服務？
學院會為內地學生提供一系列的來港適應活動，包括抵
港後之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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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模式，學院將在開學前公佈，
屆時請同學留意。）

8. 學院採用什麼的教學模式？
學院採用多元的教學方式，例如：面授、實驗室教
學、實踐學習等。學院還會利用不同的網上學習平台
（如：SOUL、Zoom）進行教學活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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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15小時，個別學生上課時間需
視乎所修讀之科目而定。所有課堂一般於星期一至星期
六進行。

10. 2021 /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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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之期終評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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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後升學作好準備。

12. 怎樣計算各科成績？
大部份科目的成績以考試(examination)及持續評估
( c o n t i n u o u s a s s e s s m e n t ) 計算出來。持續評估包括
功課、測驗及科研作業等。

13. 課程的修訂年期是否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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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休學(deferment
of study)，修業年期可延長一年。唯學生須申請及取
得入境事務處之延長居留許可，方可留港繼續學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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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學生於一個學年內取
得少於21學分，則有可能被取消學籍。

15. 如要重讀部分科目而延期畢業，要繳多少費
用？
如修業期滿時未能取得足夠之畢業學分，而需繼續修
讀任何科目，則須按修讀科目之學分數量來繳交學費，
計算方法如下：如於2021/22學年重讀一科3學分的課
程，所需繳交費用為：港幣$2,000 x 3（學分）= 港幣
$6,000。有關費用或會按年調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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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經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授的副學士學
位或高級文憑畢業證書。

https://www.hkuspace.hku.hk/cc/chs/admission/admission-for-mainland-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