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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簡介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LIFE）成立於
2001年，旨在提供優質課程，配合學生、業
界及香港社會的需要，為不同程度的有志者建

立完善進修階梯。現時，學院提供一系列課程，

涵蓋副學士、高級文憑、文憑、毅進文憑、持續進

修課程、銜接學士學位、深造文憑課程及企業培訓，

協助終身學習及工作晉升。

認
識
我
們

課
程
特
點

◆ 我們以提供優質教育為使命，致力提倡優越、創新的教育與學習模式；

◆ 我們師資優良，以心教學，重視師生關係，發掘同學潛能；

◆ 我們的課程理論與實用兼備，同學升學或就業均可；

◆ 我們有全方位資助：多個獎學金、學費資助、學費發還、免入息審查貸款

計劃、學生車船津貼；

◆ 我們有完備的升學階梯。同學可升讀本學院的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再

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 我們的同學有機會於嶺大上課，使用完善的學習及康樂設施，享受大專生

活；

◆ 我們的校園生活多姿多采，重視同學全人發展。同學可參與球類活動、專

題講座、創意活動、就業及升學講座、機構參觀等。

全面銜接 * 毅進畢業後可全面銜接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副學士或
高級文憑課程；

無數成功例子 毅進文憑的資歷獲政府接納為符合超過 30 個公務員職位的學
歷要求，包括紀律部隊；

嶺大校園上課 大部分同學可於嶺大上課，另設太子教學中心，鄰近港鐵沿
線；

9 大專業範疇 「保安及紀律部隊」、「商業及管理」、「經濟、會計、財
務及投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及語言」、「教育、
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醫
科及護理科」、「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14 個選修群組 紀律部隊訓練、公務員文職、市場學及工商管理、會計學、
活用心理學、翻譯初階、日文及日本文化、韓文及韓國潮流
文化、運動及體適能培訓、幼兒教育、酒店服務、航空服務
業、長者護理、多媒體廣告設計；

多元化學生活動 海外服務學習團、球類比賽、歌唱比賽、領袖訓練、歷奇訓
練等等，令同學有多采多姿的一年。

* 須符合畢業要求 2



升學階梯
毅進文憑屬資歷架構下第三級別的課程，成

功修畢課程後的水平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五科（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
第二級的程度。

* 須符合畢業要求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副學士（兩年制）

高級文憑（兩年制）

毅進文憑

（一年制）

本地大學

銜接學士學位

海外大學

100% 銜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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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總覽

選修群組 上課地點 課程編號

保安及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訓練
屯門 LU001
太子 LU002

商業及管理

公務員文職
屯門 LU003
太子 LU004

市場學及工商管理
屯門 LU007
太子 LU008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會計學
屯門 LU005
太子 LU006

社會科學

活用心理學
屯門 LU011
太子 LU012

人文科學及語言

翻譯初階
屯門 LU013
太子 LU014

日文及日本文化
屯門 LU015
太子 LU016

韓文及韓國潮流文化
屯門 LU017
太子 LU018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運動及體適能培訓
屯門 LU023
太子 LU024

幼兒教育
屯門 LU009
太子 LU010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酒店服務
屯門 LU019
太子 LU020

航空服務業
屯門 LU021
太子 LU022

醫科及護理科

長者護理 屯門 LU040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多媒體廣告設計 屯門 LU025
4



▲柔道訓練班

▲「攝 - 築香港」
新晉攝影師培育計劃

學院積極配合同學的需要，著重培育同學的全人發

展。我們關注同學的身心發展，致力提供升學、就

業、個人成長、社區參與等活動，以協助同學發展

潛能，藉著並鼓勵持續學習，讓同學能將所長貢獻

社會。

校園
生活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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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觀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籃球比賽
▼攻防箭體驗

▲一級山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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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計劃

▲四川服務交流團

▼基本法歷奇訓練日營

7



▲學院迎新營

▲歌唱比賽

▲毅進聯校迎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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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要取得毅進文憑畢業證書，同學須成功修畢

8科共 600小時的課程，其中 5科共 420小
時為必修科目，其餘 3科共 180小時為選修科
目。每個選修群組都有指定的選修科目，同學只

需選擇欲修讀的選修群組。

選修科目
選修群組

例︰航空服務業

選修科目

例︰● 航空服務入門
● 機艙服務
● 款待業優質服務

（3科共 180 小時）

+

必修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人際傳意技巧

（5科共 4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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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科目

中國語文

◆ 修讀時數共 120 小時

◆ 中文閱讀、寫作、聆聽和說話的訓練

◆ 書面語和口語運用的溝通能力

◆ 包含普通話訓練

英國語文

◆ 修讀時數共 120 小時

◆ 學習日常生活及職場上的英語運用

◆ 英文閱讀、寫作、聆聽和說話的訓練

◆ 分組作業、課堂討論及合作活動

數學

◆ 修讀時數共 60 小時

◆ 提升數學素養及算解能力

◆ 建構數學基礎概念、技能和知識

◆ 包含統計學和財務數學，以掌握熟練的算解能力

（例如運用於個人理財及商業經營上）

人際傳意技巧

◆ 修讀時數共 60 小時

◆ 學習不同情境下的溝通技巧

◆ 提升對個人和他人的溝通行為的認知

◆ 包含課堂小組活動、專題習作及角色扮演等

通識教育

◆ 修讀時數共 60 小時

◆ 培養正面價值觀，擴闊知識基礎，學習多角度及

批判性思考

◆ 學習專題探究，鼓勵主動和自主學習

◆ 建構自己對世界的觀念和思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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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及
    紀律部隊



學生感言

周德勝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紀律部隊訓練）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心理學（諮商與輔導）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

一直以來我對紀律部隊的工作非常感興趣，這個課程對之後應徵

海關會有很大的幫助。老師不僅教授學術上的知識，同時也會給

我們一些未來規劃的建議，讓我對未來有更明確的目標。這一年

還改變了我懶散的態度，決心要為自己的未來負責。

紀律部隊訓練
LU001 - 屯門 LU002 - 太子

選修科目

★ 體能訓練理論及技巧

★ 紀律部隊知識及處境訓練

★ 面試策劃及技巧訓練

課程特色

1. 設有模擬體能考核，學習各種

體能提升訓練理論及技巧。

2. 透過處境訓練，使同學對政府

及紀律部隊有更深入了解。

3. 剖析招聘準則，預備面試技巧

及答題方法。

4. 藉着模擬面試，提升同學信心。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 體適能培訓及管理高級文憑

★ 運動教練及領袖學高級文憑

就業出路

政府職位如警員、消防員、救護員、三級康樂助理員、助理外勤統計主任、

二級懲教助理、海關關員、郵務員、社會保障助理員、二級稅務督察、福

利工作員及其他文職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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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管理



學生感言

羅珮瑜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公務員文職）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

就讀毅進文憑的一年間，我的生活變得充實愉快。這裏的師生關

係十分融洽，老師很樂於協助同學解決問題。學院還給予我們

升學機會，使我們未來有不同發展。感激過去一年教導過我的老

師，豐富了我的知識與經驗，令我度過了美滿的一個學年。

公務員文職
LU003 - 屯門 LU004 - 太子

選修科目

★ 辦公室行政實務

★ 公共事務及公務員文職概論

★ 資訊科技應用

課程特色

1. 提供紀律部隊以外的選擇，讓

同學可以選擇公務員文職工作。

2. 認識公務員文職運作、辦公室

行政工作，提升同學對公共事

務的興趣。

3. 為同學日後投身文職作好準備。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 體適能培訓及管理高級文憑

就業出路

政府職位如警員、消防員、救護員、三級康樂助理員、助理外勤統計主任、

二級懲教助理、海關關員、郵務員、社會保障助理員、二級稅務督察、福

利工作員及其他文職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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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黃瀞儀

2016 年毅進文憑課程（市場學及工商管理）畢業生

現從事文職工作

學習跟工作一樣，都需要抱著永不放棄的態度，才能成功。我認

為人生需要終身學習。當我完成毅進文憑課程，順利畢業後，我

亦會把握機會，希望日後繼續進修副學士或高級文憑。毅進文憑

課程，正好為我的未來學習之路，打穩基礎。

市場學及工商管理
LU007 - 屯門 LU008 - 太子

選修科目

★ 會計學概論

★ 人力資源管理

★ 市場營銷

課程特色

1. 認識會計學。

2. 了解人力資源管理的實際工作

及策略。

3. 學習市場營銷的基本概念，應

用市場分析方法和技巧，制訂

市場營銷策略。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

★ 專業會計學高級文憑

就業出路

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財務管理、銀行服務、人力資源管理、中國

商貿、經濟金融、稅務、客戶服務、進出口貿易、企業經營、政府或非政

府機構

備註︰同學或須自費購買該選修群組部份科目的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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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會計、
財務及投資



學生感言

2016 年毅進文憑課程（會計學）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專業會計學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

我很慶幸，在這條進修路的沿途，遇到很多願意無私地幫助和鼓

勵我的老師和朋友。同學們，假如在公開考試中不幸失敗了，不

要緊。最重要是有目標，有積極向上的決心。記住，康莊大道固

然令人嚮往，但有時候，蜿蜒小徑的風光可能會令你得著更多。

會計學
LU005 - 屯門 LU006 - 太子

選修科目

★ 會計學概論

★ 進階會計學

★ MYOB 會計軟件

就業出路

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財務管理、銀行服務、人力資源管理、中國

商貿、經濟金融、稅務、客戶服務、進出口貿易、企業經營、政府或非政

府機構

課程特色

1. 認識會計學，為學生提供學術

及專業上的培訓。

2. 學習 MYOB 會計軟件的應用，

掌握財務報告表的運作及數據

分析的技巧。

3. 為將來升學及獲取專業資格打

好基礎。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

★ 專業會計學高級文憑

羅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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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



學生感言

陳炳龍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活用心理學）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社會科學（心理學）副學士課程一年級

修讀了心理學之後，明白到心理學不是讀心術，原來我們無時無

刻都被心理學的原理包圍著，所學的知識加強了自己的觀察和分

析能力。毅進文憑畢業後升讀了學院的心理學副學士，向我的大

學夢進發！

活用心理學
LU011 - 屯門 LU012 - 太子

選修科目

★ 基礎心理學

★ 成長與發展心理學

★ 輔導心理學

課程特色

1. 從不同心理學派的角度了解人

的行為和認知。

2. 對日常溝通、人際關係及個人

成長等有更深入的了解。

3. 修畢課程後能對心理學有基礎

的認識。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社會科學（心理學）副學士

★ 心理學（諮商與輔導）高級文憑

★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

★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就業出路

社會服務、公共服務、社區服務、幼兒教育、社會調查 /研究、幼兒服務、

人事管理、客戶服務、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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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學及
        語言



翻譯初階
LU013 - 屯門 LU014 - 太子

選修科目

★ 翻譯導論

★ 語言研究

★ 實用翻譯

學生感言

李浩民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翻譯初階）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人文學科（翻譯）副學士課程一年級

一年的毅進翻譯課程，讓我認識各種翻譯基本概念、中英互譯的

基本翻譯技巧等。我記得老師曾經說過：「翻譯是沒有絕對的答

案，必須不斷修改，才成為最佳、最適當的版本。」現在我能學

以致用，看到一篇文章中文或英文的字句時就會自然地翻譯出來。

就業出路

翻譯、文化導賞、文化事業、語言教育、媒體工作、客戶服務、政府或非

政府機構

課程特色

1. 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讓同學

培養基礎中英翻譯技巧。

2. 學習並探索語言學與翻譯學之

關係。

3. 學習不同的文體及掌握其翻譯

技巧，例如：商業書信、廣告

及文學作品。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

副學士

★ 人文學科（歷史）副學士

★ 人文學科（哲學）副學士

★ 人文學科（翻譯）副學士

★ 中文媒體寫作及製作高級文憑

★ 英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 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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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莫錦文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日文及日本文化）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

我本來已有一份安定的全職工作，但是因為我不想停留現狀，於

是報讀毅進文憑課程。在嶺南老師的熱心教導下，我不但順利畢

業，還原校升讀高級文憑。我在過去一年裏發覺到改變自己也不

是件難事，重要的是踏出第一步的心。

日文及日本文化
LU015 - 屯門 LU016 - 太子

選修科目

★ 初級日語 I

★ 初級日語 II

★ 日本文化入門

就業出路

翻譯、文化導賞、文化事業、語言教育、媒體工作、客戶服務、政府或非

政府機構

備註︰同學或須自費購買該選修群組部份科目的課本

課程特色

1. 了解日本文化，掌握日本潮流。

2. 掌握日語會話、聆聽及書寫能

力，提高競爭力。

3. 讓同學打好日語基礎，為日後

升學就業作準備。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

副學士

★ 人文學科（歷史）副學士

★ 人文學科（哲學）副學士

★ 人文學科（翻譯）副學士

★ 中文媒體寫作及製作高級文憑

★ 英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 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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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陳慧妍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韓文及韓國潮流文化）畢業生

初回學校令我感到不安，但幸運地遇到了很細心的韓文老師，還

設計了活動教學，令整個課程更加有趣。我們從零到學會了那些

複雜的拼音、句子、日常用語，最後更能順利表演出一個韓文短

劇。畢業旅行去了韓國，很高興能夠運用到我的韓文和當地人溝

通。

韓文及韓國潮流文化
LU017 - 屯門 LU018 - 太子

選修科目

★ 基礎韓語 I

★ 基礎韓語 II

★ 現代韓國流行文化

就業出路

翻譯、文化導賞、文化事業、語言教育、媒體工作、客戶服務、政府或非

政府機構

備註︰同學或須自費購買該選修群組部份科目的課本

課程特色

1. 了解韓國文化，掌握韓國潮流。

2. 掌握韓語會話、聆聽及書寫能

力，提高競爭力。

3. 讓同學打好韓語基礎，為日後

升學就業奠下堅實的基石。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

副學士

★ 人文學科（歷史）副學士

★ 人文學科（哲學）副學士

★ 人文學科（翻譯）副學士

★ 中文媒體寫作及製作高級文憑

★ 英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 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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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師資訓練
       及運動科學



學生感言

李曉霖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運動及體適能培訓）畢業生

因為我受過傷，體會到受傷患困擾和接受治療的心情，所以希望

可以在運動界出一分力，減低大家受傷的機會，讓更多人真正享

受運動。這個課程令我可以學到怎樣處理傷患，我會以運動創傷

防護員為目標，希望能在相關的專業上發展。

運動及體適能培訓
LU023 - 屯門 LU024 - 太子

選修科目

★ 健康及體適能基礎概論

★ 運動及重量訓練

★ 運動創傷預防及處理

就業出路

健身教練、運動培訓員、會所管理、健身俱樂部管理、體能訓練、運動訓

練、體育活動管理

課程特色

1. 讓同學認識健康、運動科學及

體適能的概念及理解相關理論

知識。

2. 掌握基本的團隊運動及重量訓

練設計和組織概念及訓練原則。

3. 掌握基本運動創傷的預防及處

理的概念及原則。

4. 擴闊同學在運動及體適能培訓

行業上的視野。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 體適能培訓及管理高級文憑

★ 運動教練及領袖學高級文憑

25



學生感言

姚穎欣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幼兒教育）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

當初我文憑試的成績未如理想，而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正好有

我心儀的科目，因此我便選擇報讀嶺南毅進文憑課程。這一年的

毅進生活非常愉快，能夠認識到很多朋友和老師，以及很多的知

識。感激這一年所遇到的人和事。

幼兒教育
LU009 - 屯門 LU010 - 太子

選修科目

★ 幼兒成長與發展

★ 幼兒教育概論

★ 幼兒教學法

就業出路

社會服務、公共服務、社區服務、幼兒教育、社會調查 /研究、幼兒服務、

人事管理、客戶服務、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備註︰同學或須自費購買該選修群組部份科目的課本

課程特色

1. 明白嬰幼兒在不同成長階段的

需要。

2. 認識及掌握不同的幼兒教學理

論及方法。

3. 了解幼兒教育課程設計的原理，

設計合適的幼兒遊戲和教學活

動。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社會科學（心理學）副學士

★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  心理學（諮商與輔導）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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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旅遊               
    及款待服務



學生感言

潘慧珊

2016 年毅進文憑課程（酒店服務）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英語及傳意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

修讀酒店服務毅進文憑課程，老師會提供參觀酒店機會，讓同學

們更易明白酒店的運作。學院提供很多升學途徑，還專門請了

任教高級文憑的老師解答同學對不同科目的問題。現在，我已成

功升讀英語及傳意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感謝各位老師對我的幫

助！

酒店服務
LU019 - 屯門 LU020 - 太子

選修科目

★ 餐飲服務

★ 前堂及客房服務

★ 款待業優質服務

課程特色

1. 認識酒店服務及餐飲業的概念

和所需的基礎知識、態度和人

際技巧。

2. 把所學的知識及概念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

3. 課程包括考察活動，從而增加

同學對學習的興趣。

4. 了解酒店業顧客服務的困難，

學習解難及與顧客溝通的方法。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 航空服務及管理高級文憑

★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 款待業（酒店實務）高級文憑

★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

就業出路

導遊、機場服務、旅遊從業員、酒店服務、旅遊導賞員、航空服務、客戶

服務、餐飲業從業員、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酒店、旅遊               
    及款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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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朱嘉澄

2016 年毅進文憑課程（航空服務業）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航空服務及管理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

此課程令我加深認識航空業界的運作，以助我未來投身相關行業。

毅進文憑課程畢業後，我順利升讀了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航空

服務及管理高級文憑課程。所以，我相信失敗了要勇敢面對，定

下目標，努力發奮，一定可以到達成功之路。

航空服務業
LU021 - 屯門 LU022 - 太子

選修科目

★ 航空服務入門

★ 機艙服務

★ 款待業優質服務

就業出路

導遊、機場服務、旅遊從業員、酒店服務、旅遊導賞員、航空服務、客戶

服務、餐飲業從業員、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課程特色

1. 認識與航空服務行業有關的基

礎理論及知識。

2. 讓同學增加對機艙服務及運作

的認識。

3. 提升同學的溝通技巧，增強個

人信心，為未來投身航空服務

業作準備。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 航空服務及管理高級文憑

★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 款待業（酒店實務）高級文憑

★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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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科及
護理科



學生感言

黎詠恩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長者護理）畢業生

現職保健員

老年學概論雖然艱深，但令我對自己的工作加深了認識，可以從

多個方向幫助滿足長者的需要。感謝一直幫助我的老師，不厭其

煩地解決我的困難。修畢嶺南毅進文憑課程，成功取得相等於中

學文憑試五科合格的成績，繼續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長者護理
LU040 - 屯門

選修科目

★ 老年學概論

★ 安老院舍醫護管理

★ 基礎護理

就業出路

社會服務、公共服務、社區服務、幼兒教育、社會調查 /研究、幼兒服務、

人事管理、客戶服務、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課程特色

1. 獲取老年學相關的知識，了解

醫療護理行業。

2. 掌握長者及殘疾人士醫療護理

的基本知識，了解安老院舍的

日常運作。

3. 掌握基礎護理知識及技巧，讓

同學能正確、有效及安全地進

行臨床護理程序。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社會科學（心理學）副學士

★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 心理學（諮商與輔導）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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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及創意媒體



學生感言

周玉妹

2017 年毅進文憑課程（多媒體廣告設計）畢業生

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中文媒體寫作及製作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

我是一個年長生，加上當年我並沒有完成中五，非常擔心自己是否

跟得上課程進度。慶幸學院的老師會關心學生的所需，因應各人學

習進度而教導。今天我選擇繼續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的中文

媒體寫作及製作高級文憑課程，因我相信學無前後，達者為先！

多媒體廣告設計
LU025 - 屯門

選修科目

★ 廣告平面設計及製作

★ 多媒體宣傳及網站製作

★ 數碼媒體創作

就業出路

電腦技術員、程式員、多媒體設計、平面設計、廣告設計、動漫設計、遊

戲設計、市場推廣、媒體工作、客戶服務、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備註︰同學或須自費購買該選修群組部份科目的課本

課程特色

1. 學習使用廣告設計行業常用的

平面設計軟件及製作具創意的

平面廣告。

2. 掌握網頁製作及動畫製作技巧，

學習製作多媒體及網頁廣告。

3. 學習影片製作的基礎知識，使

同學能運用數碼媒體表達信息。

升學階梯

此選修群組可銜接下列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課程：

★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 中文媒體寫作及製作高級文憑

★ 英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 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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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格

中六離校生；或

於申請入學同年之開學日已滿 21 歲。

學費

全日制毅進文憑每學期學費港幣 19,250 元（一年兩學期）

入學資格
及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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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

學費發還

所有修讀全日制毅進文憑課程的合資格學員，凡成功修畢
一個科目（即出席率達 80% 及整體評核及格），均可獲
政府發還有關科目的三成學費，惟有關科目必須是為取得
毅進文憑所需要修讀的科目，而在毅進文憑課程下每名學
員最多只可取得八個科目的學費發還。學費發還是以科目
為單位，即使學員有部份科目不及格，他們仍可就其他及
格的科目獲得學費發還。另外，如學員符合上述學費發還
條件，並通過學生資助處的入息審查而取得「全額」或「半
額」資助幅度資格，便可就成功修畢的科目獲全額或半額
學費發還。

擴展的免入息

審查貸款計劃

毅進學員如擁有香港居留權，或在課程開始前，該學員或
其家庭已連續在香港居住滿三年，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
查貸款以繳付學費。申請人須就每宗申請及貸款帳戶按年
繳交行政費，並為所借取的貸款繳付利息。利息的計算將
由貸款發放日起開始計算直至申請人償還全部貸款為止。
申請人須於（i）畢業；或（ii）終止學業；或（iii）在首
次發放貸款後滿六年的時間（三者以最早者為準），在

15 年內全數償還貸款及所累積的利息。

學生車船津貼

計劃

申請學生車船津貼的學員必須為香港居民，在學期間的居
住地點與學校距離超逾 10 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上學。申請人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而申領資
助學員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相同資助。

上網費津貼計劃

申請上網費津貼的學員必須為香港居民及通過家庭入息審
查，而有關學員的家庭須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相同
資助。津貼發放以家庭為單位。合資格的家庭不論子女人
數多寡，將獲發以家庭為單位的定額現金津貼。

學習開支定額

津貼

全日制學員如通過學生資助處的入息審查，並符合獲「全
額津貼」或「半額津貼」資格，可獲發學習開支定額津貼。
有關學員的家庭須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相同資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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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資助詳情及申請辦法，請向學生資助處查詢︰

◆ 學費發還    查詢電話︰ 2802 2345
◆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查詢電話︰ 2150 6223
◆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查詢電話︰ 2802 2345
◆ 上網費津貼計劃   查詢電話︰ 2802 2345
◆ 學習開支定額津貼   查詢電話︰ 2802 2345

網址︰ http://www.wfsfaa.gov.hk/sfo

其他資助

獲選畢業生可獲頒「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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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第一階段招生

報 名 人 士 請 於 即 日 起 至 2018 年 7 月 12 日 下 午 4 時 正 前， 透 過 

http://www.yj.edu.hk辦理報名手續及繳交報名費。（全日制課程的所有學額，
將以電腦派位方式分配，並非先到先得）

第二階段招生

由 2018年 7月 13日下午 2時起，有興趣報讀人士請親臨嶺南大學新教學大
樓 UG01室，直接向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報名。

學院課程資訊日

日期	 2018年 5月 16日（星期三）
 2018年 6月 15日（星期五）
 2018年 7月 7日（星期六）
地點	 新界屯門嶺南大學新教學大樓

毅進文憑課程資訊日

日期 2018年 7月 7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1時至下午 6時
地點 九龍塘沙福道 19號教育局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3樓
W301室
（港鐵九龍塘 E出口）

毅進文憑課程諮詢日

日期 2018年 7月 11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 九龍塘沙福道 19號教育局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3樓
W301室
（港鐵九龍塘 E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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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上課地點

毅進文憑查詢熱線︰ 2616 7280 / 2616 7288

電郵︰ yijin@LN.edu.hk  

網址︰ life.LN.edu.hk/dyj

嶺南大學新教學大樓

地址：新界屯門嶺南大學新教學大樓

     （港鐵西鐵綫兆康站 F 出口）

電話：2616 7280 / 2616 7288

太子教育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太子道西 189 號

         （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

           此教育中心不辦理報名手續及查詢

網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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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Yijin
LNYijin

life.LN.edu.hk/dyj yijin@LN.edu.hk

2616 7280 / 2616 7288
LNYijin

life.LN.edu.hk/dyj yijin@LN.edu.hk

2616 7280 / 2616 7288LNYijin

life.LN.edu.hk/dyj yijin@LN.edu.hk

2616 7280 / 2616 7288

life.LN.edu.hk/dyj yijin@LN.edu.hk

2616 7280 / 2616 7288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保留課程最終之開辦權及修改本課程簡介內容的權利而毋須事前通知。

如欲獲取最新的課程資料，請瀏覽學院網頁 life.LN.edu.hk/dy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