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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elor of Science in Nursing (RN)
護理學理學士 (註冊護士)

年(香港) + 年(美國) 簡介會



簡介會流程

• 香港三育書院簡介

• 美國姊妹大學

• 美國安德烈大學簡介

• 學費 及 獎學金

• 優先申請計劃

• 4年在港課程 及 2+2 課程

• 2+3 護士課程介紹 - Dr. Corjena Cheung 

• 問與答

• 入學要求 及 學分豁免

• 申請程序



校園環境

香港三育書院







































香港校園 • 學生(2020-2021)來自18個國家

Andrews University

59%



美國 13 所姊妹大學

• AdventHealth University
• Andrews University
• Burman University
• Kettering College
• La Sierra University
• Loma Linda University
• Oakwood University
• Pacific Union College
• Southern Adventist University
• Southwestern Adventist University
• Union College
• Walla Walla University
• Washington Adventist University



Seminar Rundown

• Introduction Video…….….….…….….. 0

• Education Path…….………………..…. 3 

• Accreditation …………………………… 4

• Andrews University…………………..… 5

• Admission & Scholarship….................. 31 

• Pre-registration and Q & A.…….…..…. 34



•成立於1874年

•位於美國密歇根州

•得 到 美 國 中 北 部 院 校 協 會

(NCACS)所認可

•國家級Tier 1大學等級

•國家級大學排名第194位*

•全美大學排名第300位**

資料來源: * US News BEST College 2019    資料來源: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9



•成立於1922年
•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西部學校和學院協會認可
•全美大學排名501-600*

•提供50多個學士學位課程
•國際大學生企業家聯盟(SIFE) 

課程很有名，贏過許多國家性
和世界性的比賽

資料來源: * US News BEST College 2020    資料來源: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0

LA SIERRA UNIVERSITY



• 證書由 美國安德烈大學 頒發

• 資歷等同本港大學學位等級

• 全球認可

資歷認可







Nearly 40 
instructional and 
support buildings for 
3,400+ students and 
800 faculty and staff



St. Joseph River 
borders part of the 
Andrews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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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music 
culture at Andrews:
Andrews University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graduate Learning Center









88,000+
Alumni from 177 
Countries















我們的課程

Andrews University 海外學位課程

心理學理學士 (註冊號碼：261680)
健康科學理學士(體適能) (註冊號碼：262892)
宗教文學士 (註冊號碼：261684)

商務理學副學士 (註冊號碼：262891)

Andrews University 海外學位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健康及康復服務高級文憑 (資歷架構：第四級)

文憑課程

大學先修文憑 (資歷架構：第三級)

(課程申辦中，預計2021年9月開學)



中六畢業升學出路圖

高級文憑
(入學要求: DSE 22222)

安德烈大學學位
(入學要求: DSE 33222)

商務副學士
(入學要求: DSE 22222)

100%取錄

大學先修文憑
(入學要求:	完成新高中中六課程)



我們的課程
Andrews University 2+2 學位課程

2+3 護理學理學士
2+2 營養學理學士
2+2 工商管理學士

- 會計學
- 金融學
- 資訊管理學
- 國際商貿學
- 管理學
- 市場學

1+3 社會工作學士
1+3 航空飛行學士
其他130個學位課程



中六畢業升學出路圖

大學先修文憑
(入學要求:	完成新高中中六課程)

安德烈大學 (香港)
(入學要求: DSE 33222)

安德烈大學 (美國)

(130個學位)
- 大學四年級
- 大學三年級

- 大學二年級
- 大學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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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畢業升學出路圖

安德烈大學 (香港)
(Admission: DSE 33222)

安德烈大學 (美國)

護士學位(註冊護士)
- 大學五年級
- 大學四年級
- 大學三年級

- 大學二年級
- 大學一年級

大學先修文憑
(入學要求:	完成新高中中六課程)



年(香港)

年(美國)

- 大學一、二年級
- 專業英語培訓
- 基礎護理課程

- 大學三、四、五年級
- 高級專業護理課程
- 醫院臨床實習

+ - 美國註冊護士
- 升學就業支援
- 美國工作簽證

護理學理學士

=



-奬學金(美國) HK$109,200

- 學費(香港) HK$56,000

- 學費(美國) HK$232,502	

課程費用

2+3 護理學理學士



2+3 護理學大學計劃

Year 校園 學費 生活費 奬學金 總開支 兼職

Year 5 U.S. 232,502 85,800 (109,200) 209,102 
US$9.45 /hr
(20 hrs/week)

Year 4 U.S. 232,502 85,800 (109,200) 209,102 
US$9.45 /hr
(20 hrs/week)

Year 3 U.S. 232,502 85,800 (109,200) 209,102
US$9.45 /hr
(20 hrs/week)

Year 2 H.K. 56,000 - (0 - 20,000) 36,000 –56,000 
HK$50.00 /hr

(17 hrs/week)

Year 1 H.K. 56,000 - (10,000 – 33,000) 23,000 – 46,000 
HK$50.00 /hr
(17 hrs/week) 

學費預算
(2020-2021)



Andrews	University	– Year	2

入學要求

Andrews	University	– Year	1

學位、副學位、高級文憑: GPA 2.00 
(視乎學分豁免多少)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或其他相等學歷)



Andrews	University	– Year	1

DSE	33222
或其他相等學歷

取錄個案

(只作參考)
文憑試成績 5	科總分

223344 16
312344 16
323323 14
323332 14
21225*2 14
222231 11

大學先修文憑

完成新高中中六課程
或

年滿 21	歲

Andrews	University

暫取生

文憑試成績

4科取得第二級
以上成績或

5科合共取得10分
以上成績或

其他相等學歷

入學要求



大學先修文憑



- 國際校園、多元文化

- 美式教學、英語提升

- 資歷架構 : 第三級

- 一年全日制 ( 9個月 )

- 100%保證入讀美國安德烈大學

大學先修文憑

課程特色



課程費用

大學先修文憑

- 學費 HK$33,600

-學生資助辦事處 [免入息審查貸款]

- 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獲發還HK$20,000



Andrews	University	– Year	2	or	3

- 學位、副學位、高級文憑課程
- 科目成績達 C- 以上

例子：
OUHK	LiPACE	- High	Diploma	in	Health	Care
豁免：54	學分

學分豁免



2. 填妥報名表交回
郵寄: 西貢清水灣道1111香港三育書院註冊室
電郵: info@hkac.edu
WhatsApp : (852) 5499 1663

申請程序 ( 截止報名：2021年8月14日 )

1. 網上下載報名表格 (www.hkac.edu)
安德烈大學
香港三育書院



申請程序
3. 所需文件：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表副本
- 中學畢業證書副本
- 中五及中六校內成績表副本
- 大學 或 專上學院畢業證書及成績表副本(如適用)
- 身分證副本
- 證件相1張
- 報名費港幣$200
（支票抬頭：香港三育書院）
或
銀行轉數收據副本
恒生銀行：204-3-011010



申請程序

4. 入學面試
需預約面試時間

5.	取錄通知

6.	繳交留位費: 港幣$5,000



優先留位奬學金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成功入讀 Andrews University 學位課程
•獲奬學金港幣10,000元。

•在文憑試5科成績高於12分(33222)，每高出1分額外獲得
奬學金港幣1,000元。

For Example:
•DSE 332344
•5科成績: 33234 = 15分
•高出3分，獲得額外奬學金 3x1,000 = 港幣3,000元
•獲得奬學金港幣13,000元



優先取錄 / 留位計劃

✔ 2020年10月開始面試

✔通過面試合格

✔獲優先留位奬學金

✔即場交回-計劃登記表
✔可獲豁免大學報名費港幣＄200 

✔獲「優先取錄」/「有條件取錄」確認

✔提供中三至中五校內成績表



Q&A
大學之路 你可自主

5499  1663 

Hong Kong Adventist College

2719  1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