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优势

申请人须备妥以下文件，亲自递交或邮寄至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香港新界屯门岭南大学刘仲谦楼UG01室）
1. 已填妥及签署之入学申请表；
2. 学历证明核证复印本；
3. 已缴报名费证明正本；
4. 资历证明（如适用）。

申请人亦可登入学院网页 (life.LN.edu.hk/cn) 递交网上申请，并透过网上申请系统提交上述文件。

备注：申请人须于亲自递交表格或出席面试时出示护照或身份证之正本予院方核实。

申请方法

香港新界屯门岭南大学刘仲谦楼UG01室

(852) 2460 2049

cn@LN.edu.hk

life.LN.edu.hk/cn

查询课程内容 (852) 2616 7156

查询入学申请手续 / 面试 / 签证 / 注册

(852) 2616 8247 / 2616 8274

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

微信查询 学院网页

联络我们

副学位课程简介
2020-21

岭大校园上课

课程选择广泛

专业教师团队

两文三语教学

师生关系紧密

完善实习课程

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
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 (LIFE) 是岭南大学附属院校，為全港首间设于大学本
部的附属专上学院。LIFE提供多个全日制副学士及高级文凭课程，涵盖商学、
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范畴。

授课地点   岭南大学刘仲谦楼（香港新界屯门青山公路8号）

课程对象 中国普通高考考生及持其他认可学历毕业生

网上报名日期 2019年12月至2020年7月8日

面试日期 2020年1月至7月14日

课程资讯日 2020年7月4日(六)
(地点︰香港岭南大学)  

入学申请结果公布 2020年7月中旬或之前

开学日期 2020年9月初

申请日程 入学要求

• 高三毕业及高考成绩良好；及
• 中英语文能力良好；或
• 经学院评审的其他同等学历

备注：
1.  在港升学的其他生活费用（如食宿、杂费），一年约港币60,000 - 90,000元（只作参考之用）。
2.  学生需自行安排住宿。
3.  缴付第一期学费时，学生需同时缴付︰
 • 押金港币600元
 • 学生会会费港币230元
 • 行政费港币10,000元（已包括申请及邮递学生签证所涉费用）
4.  不论上课与否，所有已缴费用不设退还及不能转让。
5.  如获录取，申请人需缴付上述费用予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
6.  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没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处理招生事宜，请勿向本学院以外的人士或机构支付任何费用，所有学生须按指定方法向岭南大学持续

进修学院缴交所有费用。本学院确保收生程序公正运作。
7.  申请人、其亲属或代理人就入学申请事宜或与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进行任何事务往来时，不得向本学院成员或职员提供任何利益，否则可能会触犯

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贿赂条例》 。本学院亦禁止成员及职员索取或接受上述利益。

所有非本地学生必须申请＂来港就读签证／进入许可＂，方可在港就读本学院课桯。同学于接获学院录取信后，将已填妥之香港
入境事务处有关来港就读的申请表格，连同所需文件及应缴付费用的付款收据寄回学院。学院会将文件递交至香港入境事务处处
理和审批申请。倘若未能提交足够文件及资料，香港入境事务处将无法处理申请。申请程序需时大约两个月。
申请如获批准，同学会获发签证／进入许可标签。学院将代为前往香港入境事务处领取标签并寄给同学，因此，同学请确保填写
的通讯地址及联络电话号码正确无误。同学收到签证／进入许可标签后，须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相关赴港签注。办理入境
手续时，向香港入境事务处人员一并出示获发的许可标签、通行证和相关赴港签注。

签证手续

截止报名日期︰2020年7月8日（报名费为港币300元，不设退还及不能转让）

评审及面试︰学院收到申请表格及有关资料后，将因应情况安排电话、视像会议或即场面试（以普通话及英语进行）。

学费

每学期港币28,425元

副学士学位课程（两年四学期）

每学期港币30,725元

每学期港币29,300元

每学期港币29,875元

每学期港币29,200元

高级文凭课程（两年四学期）

工商管理高级文凭

中文媒体写作及制作高级文凭

英语及传意高级文凭

日语及传意高级文凭

市场推广及广告学高级文凭

纪律部队高级文凭

体适能培训及管理高级文凭

运动教练及领袖学高级文凭

航空服务及管理高级文凭

款待业（酒店实务）高级文凭

课程 学费



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副学士

人文学科（历史）副学士

人文学科（哲学）副学士

人文学科（翻译）副学士

中文媒体写作及制作高级文凭

英语及传意高级文凭

日语及传意高级文凭

商学
商学（工商管理）副学士

航空服务及管理高级文凭

工商管理高级文凭

体适能培训及管理高级文凭

款待业（酒店实务）高级文凭

市场推广及广告学高级文凭

运动教练及领袖学高级文凭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心理学）副学士

纪律部队高级文凭

课程总览

毕业生分享

2019年中文媒体写作及制作高级文凭课程毕业生
升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学（荣誉）文学士课程三年级

时光飞逝，转眼便已毕业，但在岭南的点点滴滴犹在眼前。我还能忆起第一
天踏进课堂的紧张与激动。老师、同学们的笑颜让我这位「异乡客」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在这里我学习到了传媒的发展和特点、传播的理论、如何写报
告文学及剧本、怎样进行采访、公关和广告的运作，还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
纪录片和微电影。除了课内教学，课外的实践活动也很丰富。老师带我们参
观了各大媒体，从中了解报业及制作流程，还参与了电视台节目的录制，深
入感受了电视节目的魅力及其制作的不易。两年来，感谢所有恩师的孜孜教
诲，让我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汲取养分，最后顺利升读学士课程。

张译之

2019年工商管理副学士课程毕业生
升读岭南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学士课程三年级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的两年里，结识了很多良师
益友，很庆幸能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在原先的基础上一点一点的进
步。副学士的课程不像高中那样每时每刻都有老师在旁边指导，我们难免会
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所以在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时不要害羞，要敢想敢做
敢说，才能在学习中成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多从身边人学习，从
而改进自己身上的不足。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不断努力才能取得
优异成绩。感谢在LIFE这两年来遇见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是你们让我不断
成长，成就今天的我。

唐扬舟

副学士与高级文凭同属香港资历架构的第四级别。完成副学士或高级文凭
课程后，毕业生可衔接本地或海外大学的学士学位，继续升学。

本地资助 / 自资学位 / 衔接学士学位 海外升学

副学士 / 高级文凭（二年制）

进修阶梯

有专职的内地生辅导老师照顾学生在港
的学习和生活

内地生迎新会

大专生时间管理工作坊 (内地生专场）

广东话入门课程

提供多样的学业及生活支援

提供奖学金予成绩优异或学术以外表现
出色的学生

内地生支援

个人发展及学生辅导
生涯规划服务
体验式学习活动
技能提升
学生领袖计划
海外交流及服务学习团
课外活动
学生交流计划
歌唱比赛
跳跃人生课程
新生适应活动
学长计划
校友服务

全人发展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life.LN.edu.hk/cn。

课程在资历架构下获得认可（资历架构第四级）。

副学士及高级文凭毕业生的升学机会均等，课程亦为将来就业作好准备。

高级文凭副学士

重点

课程结构

毕业生前景

• 巩固理论根基，训练批判思维
• 以通识教育及学术知识为主
• 培养全面学习能力

• 内容务实，理论与实践并重
• 以行业的专业知识为主
• 提供相关实习或训练机会

专修科目：~40%
通识科目：~60%

专修科目：~60%
通识科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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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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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选择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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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文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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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实习课程

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
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 (LIFE) 是岭南大学附属院校，為全港首间设于大学本
部的附属专上学院。LIFE提供多个全日制副学士及高级文凭课程，涵盖商学、
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范畴。

授课地点   岭南大学刘仲谦楼（香港新界屯门青山公路8号）

课程对象 中国普通高考考生及持其他认可学历毕业生

网上报名日期 2019年12月至2020年7月8日

面试日期 2020年1月至7月14日

课程资讯日 2020年7月4日(六)
(地点︰香港岭南大学)  

入学申请结果公布 2020年7月中旬或之前

开学日期 2020年9月初

申请日程 入学要求

• 高三毕业及高考成绩良好；及
• 中英语文能力良好；或
• 经学院评审的其他同等学历

备注：
1.  在港升学的其他生活费用（如食宿、杂费），一年约港币60,000 - 90,000元（只作参考之用）。
2.  学生需自行安排住宿。
3.  缴付第一期学费时，学生需同时缴付︰
 • 押金港币600元
 • 学生会会费港币230元
 • 行政费港币10,000元（已包括申请及邮递学生签证所涉费用）
4.  不论上课与否，所有已缴费用不设退还及不能转让。
5.  如获录取，申请人需缴付上述费用予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
6.  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没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处理招生事宜，请勿向本学院以外的人士或机构支付任何费用，所有学生须按指定方法向岭南大学持续

进修学院缴交所有费用。本学院确保收生程序公正运作。
7.  申请人、其亲属或代理人就入学申请事宜或与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进行任何事务往来时，不得向本学院成员或职员提供任何利益，否则可能会触犯

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贿赂条例》 。本学院亦禁止成员及职员索取或接受上述利益。

所有非本地学生必须申请＂来港就读签证／进入许可＂，方可在港就读本学院课桯。同学于接获学院录取信后，将已填妥之香港
入境事务处有关来港就读的申请表格，连同所需文件及应缴付费用的付款收据寄回学院。学院会将文件递交至香港入境事务处处
理和审批申请。倘若未能提交足够文件及资料，香港入境事务处将无法处理申请。申请程序需时大约两个月。
申请如获批准，同学会获发签证／进入许可标签。学院将代为前往香港入境事务处领取标签并寄给同学，因此，同学请确保填写
的通讯地址及联络电话号码正确无误。同学收到签证／进入许可标签后，须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相关赴港签注。办理入境
手续时，向香港入境事务处人员一并出示获发的许可标签、通行证和相关赴港签注。

签证手续

截止报名日期︰2020年7月8日（报名费为港币300元，不设退还及不能转让）

评审及面试︰学院收到申请表格及有关资料后，将因应情况安排电话、视像会议或即场面试（以普通话及英语进行）。

学费

每学期港币28,425元

副学士学位课程（两年四学期）

每学期港币30,725元

每学期港币29,300元

每学期港币29,875元

每学期港币29,200元

高级文凭课程（两年四学期）

工商管理高级文凭

中文媒体写作及制作高级文凭

英语及传意高级文凭

日语及传意高级文凭

市场推广及广告学高级文凭

纪律部队高级文凭

体适能培训及管理高级文凭

运动教练及领袖学高级文凭

航空服务及管理高级文凭

款待业（酒店实务）高级文凭

课程 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