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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簡介只供參考之用，內容在出版後或有改動。學院保留隨時修改內容的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重要日子

入學申請日程

其他重要日子

透過网上遞交申請*

面試及錄取通知

確認學位

開學日期

日期

2022年6月

2022年6月30日（三）

其他重要日子如課程資訊日、開放日、課程諮詢安排等，請留意學院网頁

life.LN.edu.hk

即日至2022年6月30日

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可獲有條件錄取

（申請人或需參加面試）

指定日期領取正式錄取通知書及辦理确認

學位手續

2022年9月

事項

內地高考放榜

截止報名日期

以上日期如有更改，以學院網頁為準。有關活動詳情及最新消息，請瀏覽life.LN.edu.hk。

*	 報名方法詳情，請參閱第20至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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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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修階梯。現時，學院提供一系列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涵蓋副學士、高級文憑、

文憑、毅進文憑、持續進修課程及企業培訓，協助終身學習及工作晉升。

學院致力推動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理念，提供優質學術課程。透過多元化學習模式，以及課堂內外具啟發性及有

助於個人發展的學習活動，裝備學生獲取更高學術成就、鞏固個人成長、邁向全人發展及積極貢獻社會。學院

通過與嶺大各學系、政府機構、專業團體、商界、業界、校友、學生及中學各持分者緊密合作，確保課程均屬

高質素及與時並進。

余嘉明教授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院長

學院簡介

院長的話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LIFE）致力提供優質自資全日制及持續進修課程，開辦的全日制課程包括毅進文憑、

文憑、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提供多樣化選擇，以迎合知識型社會多元化及持續學習的需要，協助有志進修

人士提供完善的升學階梯。

LIFE自2001年成立以來，積極優化各個課程，為社會培育了不少卓越人才。學院的所有課程均通過嚴謹的學術

評審機制，其中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已獲認可為香港資歷架構的第四級別課程。我們的教學團隊資歷深厚，

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並對教學充滿熱誠。

秉承嶺南大學傳統，LIFE致力推動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理念，重視全人發展及師生的緊密關係。我們為同學提供

實習及海外交流機會，並透過積極籌辦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培育學生全方位的潛能。

LIFE全日制副學位課程於嶺南大學本部劉仲謙樓上課，同學可以享受大學校園生活，享用完善的學習及康樂

設施。

我們期望成為同學成長路上的同伴，助您發掘潛能、建立自信、實現理想。希望您能透過這本課程簡介獲得各

種課程資訊，了解LIFE提供的學習機遇。期望您加入LIFE的大家庭，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進修階梯
Articulation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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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階梯

本地資助/ 

自資學位/ 

銜接學士學位

海外升學#

副學士（2年制）/   高級文憑（2年制）

中國普通高考考生

就業

# 學院與多所海外伙伴大學達成銜接協議，
同學完成學院的副學位課程後可申請入讀

下列著名大學課程，完成學士學位。

	 	 •	Kajaan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inland)
	 	 •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Japan)
	 	 •	University	of	Essex	(UK)
	 	 •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UK)
	 	 •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Finland)

完成副學士或高級文憑

課程後，畢業生可銜接本地

或海外大學的學士學位，

繼續升學或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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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入學及升學獎學金

學院設有入學獎學金予已註冊入學並獲得優異成績或

學術以外成就的新生。除此之外，學院亦設有升學獎

學金予副學士或高級文憑一年級同學。獲頒升學獎學

金的同學必須成績優異，並升讀本學院副學士或高級

文憑二年級。

社區服務獎學金

社區服務獎學金頒予課外活動表現出色的同學，同學

於就讀學年積極參與課外活動或社區服務，或曾對學

院作出貢獻皆可申請社區服務獎學金。

學術獎學金

學院設有學術獎學金，頒予學術成績優異及曾對學院

或嶺南大學作出貢獻的同學。

柳一影
•	 運動教練及領袖學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學生（2021）

•	 2021年東方龍獅獎學金得獎者

•	 2021年嶺南教育機構獎學金得獎者

非常感謝東方龍獅與嶺南教育機構給予我領取獎學金的機會。我非常感恩有這個機會領取獎學金，亦感到非常

興奮，這肯定了我的努力。在修讀這個課程的過程中，感恩遇到許多很好的老師，有他們清晰的指引和教導才

有機會讓我獲得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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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及就業	

商學（工商管理）

副學士同學於大華銀行

完成暑期實習。

學院為副學士及

高級文憑一年級同學推出

實習課程，獲取由各行業機構提供

的寶貴實習機會。當中數名同學加入

保良局生涯規劃及理財教育中心，

了解真實工作環境運作之餘，

並提升溝通及與人

相處的技巧。

運動教練及

領袖學高級文憑

同學於實習期間

帶領籃球隊隊員

進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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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鼓勵他們透過各個範疇的活動和比賽，發揮潛能，學以致用，

並在業界累積實戰經驗。同學憑著卓越表現，獲得各界的肯定及嘉許。

嶺南大學
傑出武術運動員獎

2020-21

運動教練及領袖學高級文憑同學兼

嶺南大學空手道隊隊員賴浚愷憑著於

空手道的傑出表現，奪得2020-21

嶺南大學傑出武術運動員獎。 自資專上
獎學金計劃 
2020-21

75位副學士及高級文憑同學於

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獲得嘉許，分別獲頒

「卓越表現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才藝發展獎學金」、「外展體驗獎」

及「展毅獎學金」，展示學院

全人教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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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匯豐職業
教育獎學金

英語及傳意高級文憑同學

陳詩琪，以及人文學科（翻譯）

副學士同學何佩柵，獲頒

匯豐職業教育獎學金。

香港日本語
教育研究會

獎學金 2020-21

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同學梁皓文憑著優異

學業成績及良好品行，

勇奪香港日本語教育

研究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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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

學院著重同學在課堂學習以外的全面發展，致力提供升學、就業、個人成長、社區參與等活動協助同學發展潛

能。透過關注同學的身心發展，鼓勵持續學習，讓同學發展所長，貢獻社會。

海外交流及
服務學習團

為了擴闊同學的國際視野，

學院定期舉辦海外交流及

服務學習團，讓同學

透過地區考察和義工服務，

體驗並了解各地文化。

學生交流計劃

學院為副學位同學提供交流計劃，

獲選的同學可到台灣的大學修讀

類近學院所提供的課程。學院

並會提供交流津貼，藉以鼓勵

同學積極參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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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

  

  

  

技能提升

學院定期與校外機構合辦

專業課程，協助同學考取

國際認可資格，

以提升競爭能力。

課外活動

學院鼓勵同學組織及參與

多元化聯課活動。

學生領袖計劃

學生領袖計劃旨在透過不同

類型的訓練及服務，培訓同學的

領導才能，增強其自信及擴闊

視野，以迎接未來挑戰。



10 全人發展

  

  

  

  

歌唱比賽

學院每年舉辦歌唱比賽，鼓勵

同學踏上舞台，一展所長。

活動每年吸引很多同學參賽，

反應非常熱烈。

跳躍人生課程 

此綜合課程主要提供不同學習經歷，

開闊同學視野、豐富同學閱歷。

課程涵涉範疇包括

（1）歷史、文化與價值、

（2）個人、社區與社會、

（3）科學、科技與管理和

（4）欣賞、創造與革新。

學長計劃 

學長為新生提供支援，協助他們適應

大專環境及學習模式。學院會安排

同一學科同學擔任學長，

促進彼此交流。學院亦會為學長

提供培訓，增強他們多方位的

應變能力及溝通技巧，

促進個人成長。

個人發展及學生輔導

學生輔導主任十分關注同學各方面的需要，

協助同學早日適應學習環境。透過個人及

小組輔導工作，培養及發展同學多元化

的技能，例如學習技巧、團隊合作、

領導才能、壓力管理及生涯規劃等，

從而了解自我，發掘個人潛能。如同學在

職業輔導、學習與適應、個人成長、

精神健康、朋輩相處或情緒管理等方面

需要協助，可登入學院網頁

預約輔導服務。



11全人發展

  

  

  

新生適應活動

為了協助新生盡快適應大專生活，

學院每年均會舉辦一系列迎新活動，

包括時間管理工作坊、壓力處理講座、

迎新營等。迎新營特別邀請師兄師姐

分享學習點滴及體驗，各項團隊活動

也有助新生建立朋輩關係。

有關活動往往成為同學兩年

大專生活中最堪回味的經歷。

校友服務

校友服務旨在為學院畢業生建立

終生的校友網絡，並會定期發放學院的

最新消息及課程資訊。我們鼓勵校友與

學弟學妹建立伙伴式指導關係，

讓知識與經驗薪火相傳。

體驗式學習活動

同學透過參與多元化體驗

活動和社區服務，反思生命價值

以及建立人生目標。

生涯規劃服務

學院定期舉辦不同形式的升學和

就業準備活動，包括升學講座、

履歷表寫作工作坊、面試技巧、

招聘講座及實習機會等，

讓同學在升學或踏入就業

市場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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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提升

為推動同學自主學習及提升語文水平，學院設

立語文自學中心。

•	 中心學習資源豐富，除了電腦和影音設備，

	 還有多種語文學習資源，包括自學軟件、工

	 具書、雜誌、報紙、影碟等，為同學營造理

	 想的自學環境

•	 透過定期舉辦講座和工作坊、安排個人或小

	 組輔導，提高同學的語言技巧

•	 學院推行語文提升計劃，透過舉辦多元化語

	 文活動，鼓勵同學課餘學習，提升同學應用

	 兩文三語的能力

透過開辦不同程度的英語增潤課程，英語提升

計劃協助同學掌握學習英語的方法和提升整體

英語水平。近年舉辦的英語提升活動包括：

•	 寫作診斷：導師即席指導同學，協助改善

	 寫作風格

•	 面試工作坊：訓練同學掌握升學或就業面

	 試的技巧

•	 雅思測試預備班：簡介考試範圍和應試技

	 巧、提供密集式技巧訓練

•	 讀書會：分享各種閱讀策略

•	 暑期英語學習團：同學在英國或澳洲大學

	 上課，並於當地寄宿家庭體驗英語生活

•	 網上自習計劃：提供一系列進階練習，讓

	 同學課餘輕鬆自學

中文提升計劃旨在提高同學聽、說、讀、寫四種能力，因此學院舉辦了一系列

課堂內外的活動讓同學的中文水平更上一層樓。

此外，同學更會善用暑假，到台灣東海大學接受中文閱讀與寫作訓練，把為期

兩週的見聞化為寫作素材。

語言自學中心

英語提升計劃

中文提升計劃



副學士及
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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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科（歷史）副學士

升學出路

就業出路

通識科目 
•	 通用英語

•	 學術英語（一）

•	 學術英語（二）

•	 商業傳意	

•	 中文傳意基礎（一）

•	 中文傳意基礎（二）

•	 中文傳意基礎（三）

•	 邏輯與慎思明辨

•	 認識道德

•	 資訊素養概論

•	 自由選修科

•	 自由選修科

•	 關注不同課題，課程涵蓋中國歷史、歐洲歷史及香港歷史

•	 加強同學掌握並使用原始史料的能力

•	 關注香港歷史，體現本地視野

•	 2021年人文學科（歷史）副學士

 課程畢業生
•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三年級

猶想起兩年前中學畢業後，得知
LIFE有開辦歷史副學士課程時，便
毅然地前去報讀。時光荏苒，歲月
如梭。兩年來的大專生涯裡，可謂感
觸甚深。當初抱著不安、茫然的心情
踏入校門。到上完第一節課後，老師
們悉心的教導使我不安的心情逐漸平
復。當中尤以在歷史課堂中所學的知
識更令我啟蒙甚深，獲益良多。老師
在教學模式上也十分有趣，能夠引起
同學對歷史的興趣，也引導我們發掘
更多有關歷史的小趣味。另外，老師
除了教授學術上的知識外，亦為我們
解開升學路上遇到的重重疑難，更不
斷指導我們。回味兩年的大專生活，
我確立了對歷史的興趣，過程感到無
比充實。畢業後更時常憶起老師在課
堂上的教導，留下了滿滿美好的
回憶。

課程結構

課程特色

專修科目 
•	 中國歷史入門

•	 香港文化遺產研究

•	 現代世界的孕育

•	 當代香港史

•	 公共史入門

•	 世界近現代史

•	 中國文獻目錄學與研究方法入門

•	 傳統中國思想史入門

近年部份畢業生升讀以下學士學位課程：

嶺南大學

•	 歷史（榮譽）文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

•	 文學士（中文及歷史）

香港浸會大學

•	 歷史文學士（榮譽）

•	 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香港中文大學	

•	 歷史文學士

香港教育大學	

•	 中國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	 文化保育政策

•	 編輯及出版

•	 教育

•	 新聞傳媒

•	 政府機構

課程

修讀科目
		總數：

20

林希賢

畢業生分享

備註：申請人須具備流利中文講寫能力，甄選者或須接受中文講寫測試。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四級）。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7/000602/L4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01/07/2017至登記持續有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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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申請人須具備流利中文講寫能力，甄選者或須接受中文講寫測試。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四級）。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7/000603/L4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01/07/2017至登記持續有效

人文學科（哲學）副學士

升學出路

就業出路

通識科目

•	 通用英語

•	 學術英語（一）

•	 學術英語（二）

•	 商業傳意	

•	 中文傳意基礎（一）

•	 中文傳意基礎（二）

•	 中文傳意基礎（三）

•	 邏輯與慎思明辨

•	 認識道德

•	 資訊素養概論

•	 自由選修科

•	 自由選修科

•	 涵蓋中西哲學

•	 擴闊同學視野，引導同學奠立哲學根基

•	 訓練同學在變幻莫測的世界中，以靈活而富創意的思維解決問題

•	 2021年人文學科（哲學）副學士

 課程畢業生
•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哲學及

 倫理文學士（榮譽）三年級

在LIFE學習令我受益匪淺。LIFE
的哲學課程非常全面，涵蓋中西哲
學，包括古希臘哲學、東方哲學等，
讓我在學習哲學的過程力臻完善。課
程當中亦包括邏輯與慎思明辨、認識
道德，能培養學生判斷能力及教授哲
學基本知識。除此之外，老師充滿教
學熱誠，投放的教學資源和時間有助
於我們的哲學學習。在LIFE的兩年
時間令我獲益良多，是人生學習旅
程中重要的一環。

課程結構

課程特色

專修科目

•	 基礎哲學（一）

•	 基礎哲學（二）

•	 東方及西方倫理學導論

•	 中國哲學史：先秦至漢

•	 中國哲學史：魏晉至明

•	 西方哲學史：古希臘哲學

•	 西方哲學史：笛卡爾至康德

•	 演繹邏輯

近年部份畢業生升讀以下學士學位課程：

嶺南大學

•	 哲學（榮譽）文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

•	 宗教、哲學及倫理文學士（榮譽）

香港中文大學

•	 哲學文學士	

•	 編輯及出版

•	 教育	

•	 新聞傳媒

•	 政府機構

課程

修讀科目
		總數：

20

Mohammad
 Osama Ali

畢業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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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升學出路

就業出路

專業認可

通識科目

•	 通用英語

•	 學術英語（一）

•	 學術英語（二）

•	 商業傳意	

•	 中文傳意基礎（一）

•	 中文傳意基礎（二）

•	 中文傳意基礎（三）

•	 邏輯與慎思明辨

•	 認識道德

•	 資訊素養概論

•	 自由選修科

•	 自由選修科

•	 提供全面商學培訓	

•	 為同學升讀各種商學課程奠定堅實的基礎

•	 培訓同學成為專業經理

•	 2021年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課程畢業生
•	 升 讀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學

 （榮譽）學士 — 數碼市場學三年級

首先，非常感謝LIFE所有老師們對
我的教導。他們非常耐心，詳細解
釋內容。LIFE的副學士課程提供全
面的商學培訓，涵蓋行業的知識和
理論，為升讀學士學位打好基礎，
特別是營銷和信息系統管理，也有
分析行業的趨勢等等。由於LIFE的
副學士課程內容跟我目前於香港樹仁
大學修讀的學士學位課程非常相近，
對大部分課程內容都已有基本認識及
基礎，讓我的學習事半功倍，大大提
高了學習效率。

課程結構

課程特色

專修科目

•	 商業經濟學	

•	 財務管理	

•	 資訊系統管理	

•	 會計學導論	

•	 組織行為學	

•	 市場學概論	

•	 商用統計	

•	 環球企業環境

近年部份畢業生升讀以下學士學位課程：

嶺南大學

•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	

•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

•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

•	 會計

•	 行政

•	 銀行服務

•	 金融服務

•	 人力資源管理

•	 營銷及市場推廣

•	 政府機構

同學可於英國特許市務學會註冊為附屬學生會員。

課程

修讀科目
		總數：

20

張倩怡

畢業生分享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四級）。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7/000607/L4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01/07/2017至登記持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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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心理學）副學士

 

升學出路

就業出路

通識科目 
•	 通用英語

•	 學術英語（一）

•	 學術英語（二）

•	 商業傳意	

•	 中文傳意基礎（一）

•	 中文傳意基礎（二）

•	 中文傳意基礎（三）

•	 邏輯與慎思明辨

•	 認識道德

•	 資訊素養概論

•	 自由選修科

•	 自由選修科

•	 提供穩固而全面的心理學訓練

•	 分析人類的思考過程及行為表現模式

•	 體現心理健康於幸福生活的重要性

•	 2021年社會科學（心理學）副學

 士課程畢業生
•	 升讀香港樹仁大學心理學（榮譽）

 社會科學學士二年級

在LIFE的兩年學習使我能夠從DSE
的失利當中，重新出發並在兩年後
獲取學士學位。記得當初面試的時
候，LIFE的大學學習環境是我發憤
圖強的原因。在這兩年的副學士課
程當中，我認識到很多能夠開導我
的老師，曾經有一刻學業成績低迷
過，但因為修讀心理學能夠認識一
班心理學的老師，他們的用心教導
以及輔導讓我能夠重新出發。LIFE
的小班教學使老師能夠應付每一位學
生的需要，師生關係緊密。我很感激
曾經幫助過我的每一位老師，現在我
能夠升讀學士學位，繼續充實自己，
我必須答謝在LIFE的兩年，令我能
夠擁有更好的未來！

課程結構

課程特色

專修科目

•	 心理學導論	

•	 健康心理學

•	 認知心理學導論	

•	 性格心理學

•	 社會科學研究及統計方法

•	 職業心理學

•	 發展心理學	

•	 社會心理學入門	

近年部份畢業生升讀以下學士學位課程：

嶺南大學

•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

•	 性別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	 家庭服務

•	 社會服務

•	 學生事務

•	 教學助理

•	 政府或非政府組織

課程

修讀科目
		總數：

20

林逸然

畢業生分享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四級）。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7/000617/L4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01/07/2017至登記持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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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升學出路

•	 讓同學達到日本語能力試驗N2級或以上的水平

•	 緊貼日本流行文化、商貿發展及與中國的關係

•	 舉辦日本專題的聯課活動，提高學習興趣

課程結構

課程特色

專修科目 
•	 日語入門（一）︰閱讀與寫作	

•	 日語入門（一）︰聆聽與說話	

•	 日語進階（二）︰閱讀與寫作	

•	 日語進階（二）︰聆聽與說話	

•	 日語高階（三）︰閱讀與寫作	

•	 日語高階（三）︰聆聽與說話	

•	 日本傳統文化	

•	 日本流行文化	

•	 商務日語	

•	 當代日本研究	

•	 基礎日語傳訊	

•	 日漢及漢日翻譯工作坊	

近年部份畢業生升讀以下學士學位課程：

嶺南大學

•	 文學士（榮譽）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文學士（亞洲研究）─	日語（與西澳洲大學合辦）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國際商業傳意榮譽文學士（日語專業）

	 （與英國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合辦）

課程

修讀科目
		總數：

21

就業出路

•	 日資企業

•	 與日本有關的非牟利團體

•	 以日本為對象的客戶服務

通識科目 
•	 通用英語

•	 學術英語（一）

•	 商業傳意	

•	 中文傳意基礎（一）

•	 中文傳意基礎（二）

•	 資訊素養概論

•	 自由選修科

•	 自由選修科

實習 
•	 實習（語言、媒體和傳播）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四級）。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6/000607/L4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9/06/2016	至登記持續有效

•	 2 0 2 1 年 日 語 及 傳 意 高 級 文 憑

 課程畢業生
•	 升讀香港伍倫貢學院日本研究

（榮譽）文學士三年級

通過兩年在LIFE修讀日語，我不單
只提升了自身的日語水平，還進一
步了解到日本的現代文化和商業知
識。雖然2019年至2021年大部分的
課堂都是以網上形式進行，但老師
們並沒有鬆懈，仍然全心全意地教
導和解答同學的問題，讓同學擁有
良好的學習體驗。課程中，我終於
找到了自己的目標。在LIFE修讀日
語是我人生中其中一個轉捩點。衷
心感謝LIFE老師的教導，讓我更喜
歡日語和日本這一個國家。

郭豫軒

畢業生分享



1919
運動教練及領袖學高級文憑

•	 2021年運動教練及領袖學高級

 文憑課程畢業生
•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康樂

 領袖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三年級

過去兩年在LIFE修讀運動教練及領
袖學高級文憑，不單止學習到運動
的理論和實務技巧，還認識到一班
志同道合的同學。此外，老師願意
在課堂內外時間回答學生問題，全
因老師們的支持和鼓勵，我能夠成
功入讀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康樂領
袖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最後衷心
感謝老師們的教導！

課程特色

區嘉琳

畢業生分享

升學出路

課程結構

專修科目

•	 基礎健康及體適能理論	

•	 器械健體指導	

•	 基礎運動營養學	

•	 運動創傷預防及處理	

•	 運動及休閒管理導論	

•	 運動科學	

•	 運動教練學原理	

•	 團隊運動教練		 	

•	 個人運動教練	

•	 體育活動及項目領導	

•	 特殊群體運動帶領	

•	 肌力及體能訓練

課程

就業出路

•	 會所管理

•	 健身中心

•	 健身俱樂部管理

•	 戶外訓練營

•	 中小學體育項目

•	 運動品牌企業

•	 體育總會

通識科目

•	 通用英語

•	 學術英語（一）

•	 商業傳意	

•	 中文傳意基礎（一）

•	 中文傳意基礎（二）

•	 資訊素養概論

•	 自由選修科

•	 自由選修科

實習 
•	 實習

•	 裝備同學成為擁有全面理論基礎的運動教練及領導人才

•	 在個人運動教練、團隊運動教練及器械健體訓練三個範疇均提供全面實務技巧的培訓

•	 提供不少於200小時的實習機會

	 在運動設備完善的嶺南大學進行培訓，包括體育館、田徑場、足球場、籃球場及游泳池等

修讀科目
		總數：

21

近年部份畢業生升讀以下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

•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榮譽）•	

•	 運動及康樂領袖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

•	 理學士（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

香港教育大學	

•	 體育教育榮譽學士

•	 健康教育榮譽學士	

•	 運動科學及教練榮譽理學士

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四級）。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6/000273/L4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07/04/2016至登記持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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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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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

2121

課程 學費

副學士學位課程（兩年四學期）

高級文憑課程（兩年四學期）

人文學科（歷史）副學士

人文學科（哲學）副學士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

社會科學（心理學）副學士

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

運動教練及領袖學高級文憑

每學期港幣30,500元

每學期港幣30,500元

每學期港幣32,000元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	 在中國普通高考中取得滿意的成績；
•	 中英語文能力良好；或
•	 經學院評審的其他同等學歷••

學院照章錄取合資格人士入讀本院課程，并因應申請人學歷、公開試成績、對選修科目的認識、興趣、能力、	

工作經驗或其他相相關因素，作出合理甄選；錄取的決定并不存在任何性別、年齡、种族、信仰、傷健殘障等

歧視因素。

備註：	
•	 在港升學的其他生活費用（如食宿、雜費），一年約港幣60,000	-	90,000元（只作參考之用）。
•	 學生需自行安排住宿。
•	 繳付第一期學費時，學生需同時繳付：

	 -		畢業按金港幣600元

	 -		行政費港幣10,000元（已包括申請及郵遞學生簽証所涉費用）
•	 不論上課与否，所有已繳費用不設退還及不可轉讓。
•	 如獲錄取，申請人需繳付上述費用予岭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	 岭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沒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處理招生事宜，請勿向本學院以外的人士或机构支付

	 任何費用。所有學生須按指定方法向岭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繳交所有費用。本學院确保收生程序公

	 平運作。

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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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須知

申請方法

評審及面試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報名費用

申請人可以透過學院網站apply.ln.edu.hk遞交網上申請。

截止申請日期：2022年6月30日

學院在收到申請人填妥的網上申請表格及資料後，將按需要安排申請人參加面試（以普通話及英語

進行）。由於學額有限，學院建議申請人儘早提交申請，以便安排入讀首選課程。假如申請人數過

多，學院有權把較遲交來的申請列作候補名單處理。

1.	 於入學申請過程中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用作處理入學申請。若申請人被取錄，申請人的資料

	 將會轉為學生記錄，並用作教學、行政、學生活動、舊生會、研究及統計分析事宜。

2.	 於入學申請過程中收集的個人資料或會轉移到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及嶺南大學的行政單位作進

	 一步處理。未獲取錄的申請者的資料將在入學申請期完結後的6個月內銷毀。

3.		除經申請人的同意或法律要求外，收集的個人資料將不會向第三方披露（列於第2點中的機構/

	 工作單位除外）。

4.	 除非另有說明，於入學申請過程中收集的個人資料均為入學申請的必要資訊。如申請人在申請過

	 程中提供任何虛假或誤導性資訊，或在入學申請過程中被發現任何不誠實的行為，嶺南大學持續

	 進修學院及嶺南大學有權取消申請人的入學資格或終止學籍。所有已支付的費用將不會退還。

5.		未經申請人的同意，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及嶺南大學將不會使用申請人的個人資料進行直接

	 營銷。

6.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如要查閱資料，請聯絡個人

	 資料保障主任（電郵：DPO@LN.edu.hk）。如要更改/更新資料，請聯絡學院教務處（電郵：

	 LIFE@LN.edu.hk）。

課程	 非本地申請人

副學士	/	高級文憑	 港幣300元

備註：

1.	所有已繳費用不設退還及不可轉讓。

2.	申請人須透過網上入學申請系統以信用卡支付報名費。	

備註：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保留課程最終開辦權。
•	 申請人、其親屬或代理人就入學申請事宜或與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不得

	 向本學院成員或職員提供任何利益，否則可能會觸犯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本學

	 院亦禁止成員及職員索取或接受上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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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施
 	

副學士、高級文憑及

文憑課程的同學可

享用嶺南大學學習

及康樂設施。

劉仲謙樓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提供優質的

教學設施予學生，建立於嶺南大學校園

的劉仲謙樓樓高六層，設施完善，包括

演講室、電腦室、語言自學中心、

學生會堂、校牧處及學生活動室。

整棟大樓均已裝設無線上網網絡，

以方便同學學習及活動之用。

學生休息室 

學院於嶺南大學劉仲謙樓的UG樓層

設有學生休息室，提供一個輕鬆的

聚會地方，讓同學可在舒適的

環境進行溫習、休息或小組研討等

不同活動。

膳食服務 

大學內設有兩所餐廳，於學年及

暑假期間為師生提供膳食服務。

學生餐廳及咖啡茶座位於大學

劉李婉嫻康樂樓地下，

而中式餐廳則設於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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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享空間 

為了讓同學有自修及小組討論

的空間，學院於嶺南大學

劉仲謙樓的二樓及三樓分別

設立了學習共享空間。三樓的

學習共享空間更設有兩間

研討室，開放予同學

預約使用。

學習資源中心  

為了使同學有更豐富的學習

體驗，設置於嶺南大學劉仲謙

樓內的學習資源中心儲存了各

類書籍，包括人文學科、

商學、社會科學和

訊科技等。

語言自學中心  

設置於嶺南大學劉仲謙樓內

的語言自學中心提供與語言

相關的各種書籍和學習

資料，包括英語、日語和

韓語，為同學提供豐富的

語言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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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設施

大學提供多元化的運動設施及

室內外場地供同學使用，例如

游泳池、網球場、室外運動場、

羽毛球場、排球場、籃球場、

手球場、壁球場、乒乓球室、

多用途活動室及健身室等。



業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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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一直致力與各持分者合作，確保課程均屬高質素和與時並進，以及安排工作實習或提供最新就業資訊，讓

學生課堂內外皆有發展機會。部分合作機構如下：

課程合作伙伴  

學生發展合作伙伴  學院拓展合作伙伴  

實習計劃合作伙伴  

•	 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
•	 香港和解中心	
•	 香港沙田凱悅酒店	
•	 國際認證財務顧問師協會	
•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	 香港醫藥援助會	
•	 英國特許市務學會	
•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	 CareER
•	 成長希望基金會	
•	 黑暗中對話（香港）有限公司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香港保良局	

•	 嶺南會所	
•	 嶺南教育機構	
•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	 晉裕籃球隊	
•	 晉龍籃球隊	
•	 天水圍欖球會	
•	 大華銀行	
•	 WeSport
•	 仁濟排球隊	
•	 優雋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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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學持績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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