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致：中六級家長             日    期：06-10-2020 

由：校長孫莉華博士            通告編號：14/2020-2021 

事：申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由 10 月 7 日起接受中六學生申請，通過系統報讀本港八所由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學士、副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一所自資院校學士課程及八間院校的「指定專

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資助計劃）課程。截止日期為今年 12月 9日。申請程序如下： 

 

i. 學生於「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網站（www.jupas.edu.hk）內揀選四年制登記，填報個人資料，並揀

選二十項課程。 

ii. 大學聯招會按學生的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面試成績、其他學習經歷及課程選擇而分配學位。 

iii. 香港中學文憑試暫定在 2021 年 7月 21日放榜，大學聯招會在 8月 12日公佈遴選結果。 

iv. 申請費用 460 元，學生可利用信用卡／網上繳費靈／電子銀行服務（東亞銀行／恒生銀行／匯豐

銀行的私人戶口）／或現金於東亞銀行（戶口名稱：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 [JUPAS]，戶口號碼：176-40-03002-6）付款，並以申請人身份証號碼作登記用。 

學生亦可帶同於網上列印之繳費單前往香港大學「大學聯招處」付款。 

 

  有關大學聯招申請辦法，同學及家長可登入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網站（www.jupas.edu.hk）細看及

查閱以下相關資料： 

 

i. 透過「大學聯招辦法」可選報之課程（請參看附件 I）。 

 

ii. 2021 年度「大學聯合招生辦法」重要日程（請參看附件 II）。 

 

iii. 繳交申請「大學聯招」步驟（請參看附件 III）。 

 

iv. 各大學／大專院校「資訊日」（請參看附件 IV）。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鄭少卿老師（2630 6614）。 

 

---------------------------------------------------------------------------------------------------------------------------------- 

 

回    條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校長： 

 

 有關  貴校通告編號 14/2020-2021【申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的內容，本人已知悉。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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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大學聯招辦法」可選報之課程 

 

自資課程及受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課程 

參與院校 政府資助課程 非政府資助課程 

 全日制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副學士學位／ 

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  （副學士學位） --- 
香港浸會大學  --- --- 
嶺南大學  --- --- 

香港中文大學  --- --- 
香港教育大學  （高級文憑） --- 
香港理工大學  （高級文憑） --- 
香港科技大學  --- --- 
香港大學  --- --- 

香港公開大學 --- ---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資助計劃）課程 

院校 課程 
全日制

課程 
資助學額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400 

數碼娛樂科技（榮譽）理學士  30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50 

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30 

珠海學院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60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  30 

傳播及跨媒體（榮譽）文學士  30 

香港恒生大學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105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士  35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  60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  70 

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榮譽）學士  65 

藝術設計（榮譽）文學士  40 

東華學院 

護理學健康科學（榮譽）學士  350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45 

放射治療科學（榮譽）理學士  15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60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50 



 

院校 課程 
全日制

課程 
資助學額 

香港公開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80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   80 

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  80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325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125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40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100 

檢測科學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30 

食品測試科學榮譽理學士  30 

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25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60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80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40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40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50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 

教育科技學院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60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60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45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40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60 

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榮譽）理學士  60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60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60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30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66 

香港伍倫貢學

院 
營運及管理（榮譽）航空學士  25 

香港樹仁大學 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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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大學聯合招生辦法」重要日程〔四年制課程〕 

 

日期 時間 事項 

7/10/20（三） 9:00（開始） 網上申請系統開始接受入學申請 

9/12/20（三） 23:59（結束） 網上申請系統截止申請 

11/12/20（五） 9:00（開始） 申請人可於此日起更新帳戶內的課程選擇 

6/1/21（三） 23:59（結束） 
上載「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資料及證明文件至帳戶的

最後限期（如適用） 

14/4/21（三） 23:59（結束） 

上載以下資料至帳戶的最後限期（如適用）： 

1. 其他學術成績（語文科目） 

2. 音樂考試成績 

3. 其他中國語文成績（只適用於非華語申請人） 

4. 前教育資料 

31/5/21（一） 23:59（結束） 帳戶內的課程選擇更新截止 

2/6/21（三） 23:59（結束） 於帳戶內遞交「學生學習概覽」的最後限期 

23/6/21（三） 9:00（開始） 
申請人可於此日起於帳戶查詢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佈後，修

改課程選擇的個人時段 

*21/7/21（三）  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佈 

*22-24/7/21 

（四至六） 
 申請人按指定時段於帳戶內修改課程選擇 

*12/8/21（四） 9:00（開始） 網上公佈正式遴選結果 

*13/8/21（五） 17:00（結束） 獲得正式遴選取錄資格的申請人繳交留位費的最後限期 

*30/8/21（一） 9:00（開始） 網上公佈補選結果 

*30/8/21（一） 17:00（結束） 獲得補選取錄資格申請人繳交留位費的最後限期 

*2/9/21（四） 9:00（開始） 網上公佈第二輪補選結果 

*2/9/21（四） 17:00（結束） 獲得第二輪補選取錄資格申請人繳交留位費的最後限期 

 

* 所有日期或會按現實情況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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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申請「大學聯招」步驟 

 

步驟 1 

你必須在 2020 年 12 月 9 日或以前選擇其中一項付款途徑繳交申請費，否則需額外繳交$350 逾期附

加費。 

在繳交申請費前，請細閱以下的注意事項及個別繳款途徑之使用手冊。 

 

(1) 信用咭 

請參閱信用咭網上繳費之使用手冊。 

你必須登入「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辦理信用咭繳費手續。任何發咭銀行的 VISA 或萬事

達咭均可，惟該咭必須適用於網上繳費。 

 

(2) 繳費靈（網上繳費） 

請參閱由繳費靈提供的繳費靈(網上繳費)之使用手冊。 

申請人必須登入「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辦理網上繳費靈繳費手續。「大學聯招辦法」網

上申請系統只接受網上繳費靈，電話繳費並不適用。 

 

(3) 電子銀行服務（只適用於私人戶口） 

請參閱由個別銀行提供的電子銀行服務之使用手冊： 

匯豐銀行 

 登入匯豐個人網上理財帳戶後，從「商戶」列表中選擇「JUPAS」 

  恒生銀行 

 登入恒生個人 e-Banking 帳戶後，從「商戶類別」列表中選擇「Education Institutions」及從「商

戶」列表中選擇「JUPAS」 

東亞銀行 

 登入東亞電子網絡銀行帳戶後，從「商戶／機構類別」列表中選擇「Education: Post-secondary 

or Specialized Institutions」及從「商戶／機構名稱」列表中選擇「JUPAS」 

繳費時必須以申請人的身份證號碼於賬單戶口號碼一欄登記。請於網上申請前不少於一個工作天

預先繳交申請費。申請費經核實處理後，申請人便可以登入「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完成

申請手續。 

 

(4) 現金（東亞銀行） 

你可於任何一間東亞銀行分行的櫃位，以現金存入下列戶口： 

 戶口名稱 

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 (JUPAS) 

 戶口號碼 

176-40-03002-6 

付款時必須向銀行提供申請人的身份證號碼作登記用。支票付款／自動櫃員機轉賬將不受理。 

請於網上申請前不少於一個工作天預先繳交申請費。申請費經核實處理後，你便可以登入「大學

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完成申請手續。 

 

(5) 現金（「大學聯招處」） 

你亦可以前往「大學聯招處」以現金繳交申請費。支票、信用咭及易辦事付款將不受理。 

請帶同於網上列印之繳費單前往「大學聯招處」繳交申請費。 

http://www.jupas.edu.hk/upload/pdf/User_Guide_Credit_Card.pdf
http://www.jupas.edu.hk/upload/pdf/User_Guide_PPS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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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大專院校資訊日 

資訊日日期 大學／大專院校名稱 活動詳情 

2020年10月10日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http://www.cuhk.edu.hk/infoday 

http://www.polyu.edu.hk/infoday 

2020年10月17日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https://join.ust.hk/zh-hant/vinfoday 

https://www.eduhk.hk/acadprog/infoday/ 

2020年10月24日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infoday.hkbu.edu.hk/ 

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2020年10月31日 香港大學 https://hkuinfoday.vfairs.com/ 

2020年11月7日 香港公開大學 

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2020年11月14日 

香港樹仁大學 

東華學院 

香港伍倫貢學院 

2020年11月20日至21日 明愛專上學院 

2020年11月21日 
香港恒生大學 

珠海學院 

2020年11月27日至28日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待定 
嶺南大學 

香港演藝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