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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Guide for Elder Academy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巿大學「長者學苑」課程報名指引

Semester A, 2018 - 2019
2018 - 2019學年學期A

1. Please send your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by mail or by hand to :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COP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410, 2/F, Li Dak Sum Yip Yio Chin Academic Building (L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請填妥報名表格寄往或親身遞交：
 九龍達之路香港城市大學李達三葉耀珍學術樓(LI)二樓2410室「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For submission outside CityU SCOPE office hour, please drop your application form in CityU SCOPE 24-hour Collection Box.
 非辦公時間內，可將報名表格投入香港城巿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設於上列辦事處的24小時收集箱內。    

2. Reservation of a place by fax or email is not accepted. 
 傳真或電郵預留學額，恕不受理。

3. Applicants should meet the entrance requirement. Admissions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places. Course places will be allocated 
by balloting. Courses will not be assigned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enrolled in the preceding intake. All applicants will receive an 
email notification of application results from CityU SCOPE. Please contact CityU SCOPE if you do not receive any notification by 
7 August 2018.

 申請者須符合入讀要求。取錄與否需視乎學額及抽籤結果而定。申請者不會獲編配曾入讀的科目。所有申請者將會收到由香港城巿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經電郵發出之申請結果通知書及相關資訊。如2018年8月7日仍未收到通知，請與香港城巿大學專業進修學院聯絡。

4.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s not to admit an applicant. Places allocated in each class are not transferable. Fees are not refundable 
or transferable.

 大學保留最終取錄與否之權利。各科目學額不可轉讓他人。所繳費用將不可退還及轉讓他人。

5.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s to alter course details such as date, time, venue and instructor as well as to cancel courses. 
 大學保留更改上課日期、時間、地點、導師及取消課程的權利。

6. Upon admission,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original supporting documents for verification if necessary.
 如有需要，申請者於辦理入學登記時需提交證明文件之正本以作核實。

7. Personal data provided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will be used by University for purposes relating to application and admission. For 
details of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please refer to the website: http://www.cityu.edu.hk/ce/pdcs

 報名表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作處理申請報讀課程之用。有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詳情，請參閱網址：http://www.cityu.edu.hk/ce/pdcs

8. University is committed to equal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and seeks to provide every possible means to assis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o facilitate their learning. Students concerned are invited to write to CityU SCOPE to specify what special assistance 
is needed. All information collected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大學為所有人士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並致力提供各項可行方法協助有需要學員學習。如學生需要本大學提供協助，請於報名表格
內簡述或以書面形式通知香港城巿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以作適當安排。所提供的資料將會保密。

9. University will make special arrangements when Typhoon Signal No.8 or above is hoisted, or when a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is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Please visit University Website for details. 

 如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暴雨警告信號，大學課程將作出特別安排。詳情請參閱大學網站。

10. Enquiries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COP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ffice hours:  Mon - Fri  : 9am - 7:30pm        
    Sat :  9am - 2:30pm
    Closed on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Tel :  3442 4987 / 3442 7423
 Email :  scope@cityu.edu.hk
 Website :  www.scope.edu

 查詢
 香港城巿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三十分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三十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 ： 3442 4987 / 3442 7423
 電郵 ： scope@cityu.edu.hk
 網址 ： www.scope.edu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 長 者 學 苑 」 課 程 報 名 表

2018至2019學年學期A
報名前請細閱報名指引

個人資料

英文姓名 (請按照身份證填寫)

中文姓名

中文電碼

性別

m	男

m	女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1 9

(      )香港身份證號碼

聯絡資料

申請入讀課程

申請者須符合入讀要求。每位申請者可最多三個未曾入讀的科目，請按照自己的選擇填寫報讀科目的優先次序。科目學額會以抽籤
方式分配。假如申請者的第一選擇科目額滿，將會被編排入讀第二或第三選擇科目。每位申請者只可修讀一個科目。遞交表格後，
所申請之科目將不得更改。如科目編號及科目名稱不相符，將以科目編號為準。

選擇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第三選擇

學歷及工作經驗

持有之最高學歷

m 中學程度或以下 m 專上及大專程度        m 大學程度或以上  m 其他︰

現在/最後工作經驗

由 
(月/年)

至
(月/年)

全職/兼職 機構名稱 職位 行業

通訊地址 (請以英文填寫)

住宅電話 流動電話 電子郵箱* 

*  申請結果通知書會以電郵發出



語文能力

英文

m	極佳              m	良好              m	一般              m	偏低

曾否申請過香港城市大學「長者學苑」課程？       m 是                m	否

  

曾否修讀過香港城市大學「長者學苑」課程？       m 是                m	否

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作嚮導之「城大老友記」計劃可讓學員容易適應大學的生活。如你獲編配入讀「長者學苑」課程，你會否參
加此計劃？

m	會                           m	不會

附加資料

請在此欄填寫附加資料及特別需要。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將絕對保密。

聲明

l	本人謹此聲明在填寫報名表前，已細讀報名指引及課程資料。 

l 本人謹此聲明在本報名表填報的資料均屬正確及完備，並同意提交文件之正本以作核實。本人明白所提交的資料將會用作入學
處理，若提供任何不實或誤導性資料，本人之申請資格將被取消。雖經註冊，亦屬無效，已繳交之費用，概不發還。 

l 本人明白報名表上之資料將紀錄於學生個人檔案中，所有資料會用作課程行政之用。

l 如成功入學，本人須親身到學院辦理註冊手續及願遵守香港城市大學及專業進修學院的規例。

m	香港城巿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以啟導終生學習為目的。如你不願意接收本學院日後提供的課程資訊，請加上號。

課程資訊

你如何得悉香港城市大學「長者學苑」課程資訊？ (可選擇多於一項)

m	學院網頁 m 電郵 / 電子刊物

m 學院教學中心 m 安老事務委員會網頁

m 親友推介	 m 其他 (請註明)

電腦知識

1. 懂得收發電郵?       m	是                m	否

2. 懂得瀏覽網頁?       m	是                m	否

中文

m	極佳              m	良好              m	一般              m	偏低

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