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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號外 2020/21- SSSDP 特稿
1.

院校在 SSSDP 計劃中提供什麼課程?請簡述這些課程的特色（例：與相關業界的聯繫、學生實習/交流機會）
院校
明愛專上學院

珠海學院

課程
護理學榮譽學士

JUPAS code
JSSA01

數碼娛樂科技(榮譽)理學士

JSSA02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A03

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JSSA04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JSS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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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課程旨在為培訓學生投身護理行業。課程以護理知識及臨床實習為主，也包括專業發展、通識教育、語言及傳
意等學科。課程畢業生可向香港護士管理局申請為註冊護士(普通科)。
在日新月異的數碼年代，數碼娛樂科技 (榮譽) 理學士課程配合並掌握就業市場的機遇。課程以設計，計算及
信息科學方面的綜合培訓為基礎，並深入淺出，導向多媒體、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高端科技知識領域。學生
充份掌握電腦編程以及數碼設計的知識，裝備妥當，投身職場，迎接變化萬千的挑戰， 不但游刃有餘， 而且
全球各行各業需要的專業科技專才，與日俱增。
課程旨在培養物理治療同學的專業知識，務求他們在實踐物理治療專業服務時，能獨立作出診斷和診治；專業
態度、技能、全球視野；和專業物理治療師的價值觀。使他們在各種情況及環境下均可提供高質素高療效的物
理治療服務。學院現正向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尋求專業資格認證。預計在第一批修讀同學畢業之前將獲得專
業認可。若成功獲得認可後，畢業生將具備在香港註冊為物理治療師的執業資格。
課程旨在培養學生成為人工智能和相關行業的專業人士。明愛是首家自資專上院校成功獲得政府研究資助局
轄下的院校發展計劃研究基礎設施撥款， 設立分布式人工智能實驗室(Distributed AI Laboratory)。這所分布式
人工智能實驗室，讓學生可以即時採用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各項軟件及硬件設備。
本課程以「設計為本」，訓練學生分析建築和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制定可持續建築設計之策略，從而整
合理論、技術及實務知識至建築設計當中，最終具備實現建築設計概念之能力及實際專業技術。
系內設有建築學生專用工作室作研習及交流之用，更有先進電腦繪圖軟件、3D 立體打印機及環境模擬等設備。
此外，本系定期舉辦嘉賓講座、學術研討會及設計工作坊，邀請本地與國際知名建築師、學者及海外大學建築
系學生到校，合作研究與設計項目，更與美國伊利諾州大學、韓國、台灣及泰國等院校進行交換生計劃，以開
濶學生視野。
歷屆畢業生大部份選擇繼續升讀其他著名大學之建築學碩士或博士課程，更可選擇銜接本學系二零一五年起
開辦之建築學碩士課程。本學士課程香港建築師學會和香港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專業認可（第一部份）；及建築
學碩士課程，亦已獲香港建築師學會及香港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專業認可（第二部份）。部份本校畢業生亦已考
取成為香港註冊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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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香港恒生大學

課程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

JUPAS code
JSSC03

課程特色
本課程為學生提供資訊科學之學術理論及專業技術知識，並側重電腦硬件與軟件的開發及研究。透過資訊科技
機構，及其他大學為期一年之資訊科學項目研究，賦予學生實際開發資訊系統之經驗。畢業後，學生可擁有資
科專業知識，以解決現有技術問題、迎接新挑戰，創造新科技，為資訊科技作出貢獻。
課程內容廣泛包括不同範疇，以「全人教育」為目標，側重學生創新思維、分析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及溝通
技巧之均衡發展。課程結構共分六大領域，包括資訊科學核心課程、軟件開發、互聯網系統、網絡電腦系統、
進階資科課題與及畢業專案。所有科目以此六大範圍劃分，從而有系統及循序漸進的引領學生，發展其未來事
業及學術研究。
資訊科學核心科目，作為深造及研究之基石，而軟件開發、互聯網系統、網絡電腦系統幫助學生發展未來專業。
並設有虛擬實境教學實驗室可提供系統平台，讓學生學習編寫虛擬實境程式。資訊科學核心及進階科目，為學
生進修博碩士課程及從事研究工作，作好準備。
本課程最大特色為強調創意媒體各主流領域上的媒體製作及傳播方法，著重培訓學生的新媒體創作思維，及於
各主流創意媒體工業的製作能力，所觸及領域包括電影拍攝、3D 動漫製作及電視攝製、後期電腦影音特效製
作、航拍錄像、電台製作及主持、社交媒體市場互動推廣、新媒體創業等。修讀同學亦可按自己的專長，在本
地或海外各大型創意媒體公司及機構進行實習。畢業生可擔任電影及電視導演及後期製作、電台主持、3D 動
漫師、網絡媒體創作及製作、廣告及企業傳訊服務等工作。

傳播及跨媒體（榮譽）文學士

JSSC04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
學士

JSSH01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學士課程旨在培育出色的供應鏈管理及工商界人才，以配合電子商貿及國際巿場發展的
新趨勢。本課程全面涵蓋供應鏈管理、商業基礎與通識教育等學科，所有供應鏈管理的學科，皆由擁有豐富教
育、研究及業界工作經驗的教職員任教，並以小班形式指導，加強學生與教授間的交流，讓學生掌握環球物流
管理、品質管理、航空運輸、資訊科技、採購過程中的管理知識及分析技巧。實習是供應鏈管理課程的核心環
節，學生過去在不同的機構如利豐集團、TNT 快遞、DHL、嘉里物流等，成功完成工作實習計劃。此外，香港
恒生大學與世界各地不同大專院校合作開辦交換生學習計劃，藉此擴闊學生的眼界。課程現提供商業物流和航
空運輸兩個專修組別，以滿足行業需求。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士

JSSH02

香港保險業蓬勃發展，行業及相關監管機構亟需大量專才加入。針對市場需要，本課程糅合理論與實務，教授專
業知識，內容涵蓋精算及保險兩大範疇︰
• 精算：培育學生靈活運用統計、商業及電腦等知識和技巧，為保險公司設計及分析產品，並確保公司
財政穩健；
• 保險：教授學生保險後勤部門專業知識。
課程培育學生全面發展，為其將來事業打好基礎。不同的機構，如 AIA、富通保險、蘇黎世保險（香港）等，
亦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學生畢業後，可從事保險業後勤專業工作，如精算、核保、理賠、產品開發等。本課
程內容已獲得北美精算學會及英國特許保險學會認可。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
學士

JSSH03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是一門應用電腦學（Computing）的綜合課程。針對近年電腦科學在多個應用範疇都取
得了重大成果，而本港相關的資訊科技人才卻十分缺乏，本課程專注於培養學生以下的專業知識：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Page 2 of 27

聯招號外 SSSDP 特稿 2020 年 11 月 6 日更新版
院校

課程

JUPAS code

課程特色
•

電腦學（Computing）及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
：課程提供實用的程式編寫及軟件開發培訓，同
時學生可以學到電腦科學的最新發展，包括人工智能、電子商貿及其他電腦學新領域上的知識。
• 人 本 計 算 學 （ Human-Centred Computing ）： 本 課 程 輔 以 圖 像 設 計 及 人 機 互 動 （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等科目。學生可以學會開發出美觀實用並具競爭優勢的軟件。
課程鼓勵學生進行實習計畫，提供實習的機構包括 IBM，恒生銀行，博文教育等。學生在畢業後可獲得多方面
的就業機會，包括軟件開發工程師、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員、平面設計師等。

香港公開大學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
譽）理學士

JSSH04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課程為全港首創，融合「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兩個領域的知識，
並提供全面的商學教育，以回應市場的需求。
• 數據科學：集合數學、統計學及計算機科學的分析技能和技術，從數據中提取有用訊息。
• 商業智能學：分析、整合和展示商業訊息，從而作出商業決策。
本課程非常重視實習計劃，每年為學生提供本地或海外實習機會。實習機構包括 Pacific BMW（美國）
、宏利（新
加坡）
、恒生銀行、中國銀行、IBM、政府統計處、香港金融管理局等。畢業生的就業選擇眾多，例如：數據科
學家、數據分析師、商業智能專業人員、金融分析師、統計師等。

管理科學及資訊管理（榮譽）
學士

JSSH05

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學士課程（BMSIM）師資優良，所有教授及講師都具著名大學博士學位，而且通用商業軟
硬體設施齊備。課程結構由主修科目、共同核心科目及商學教育科目所組成。主修課程重點發展學生整合管理
科學和資訊科技概念的能力，並應用這些概念來解決複雜的業務問題，培育他們可以在快速變化的商業環境和
再工業化的機遇下，靈活運用敏銳的商業頭腦和進階的資訊管理技能。除了課堂學習，學生亦有機會通過實習
計劃汲取實際工作經驗，培養與專業知識相關的技能，有利求職之餘，更能讓學生裝備成為同時兼具軟技能和
商業頭腦的人才，這正是現時市場最渴求的。課程已被政府納入人才需求殷切的範疇---金融科技。畢業生可以
從事商業分析、數據分析、資訊科技和系統分析等領域的工作，而這些職位的需求正逐年上升。本課程的畢業
生就業情況十分理想，就業公司包括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頂級諮詢公司和跨國銀行等。

藝術設計（榮譽）文學士

JSSH06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
士

JSSU12

藝術設計（榮譽）文學士課程是一個獨特的綜合性藝術設計創意課程，提倡藝術與科技融合，培養具解難能力
和推進增值，倡導跨學科合作的新思維，針對香港正銳意發展成為具創意及創新的文化經濟樞紐，配合文化區
興建、國際級的設計和藝術品交易展覽等人才及科技需求而規劃的綜合性藝術設計課程，著重教授創新科技，
例如人工智慧、虛擬及擴增實景的數碼藝術；以及藝術設計在商業和社會上的應用，例如品牌策劃、地方及社
區營造、公共藝術和共創應用等等。本課程採用綜合性跨學科設計，提供多方位綜合培訓，著重實踐，並與本
地和海外機構建立網絡，旨在培訓學生在藝術設計的核心創意及企業精神。我們的師資擁有本地及海外的背景
及資歷，涵蓋的專業範疇包括：藝術及設計、建築、電影及媒體、歷史及理論、文化及品牌管理、文化研究以
及溝通傳播等。本學系成功加入包羅全球四十七個國家二百五十多所藝術設計院校的歐洲藝術院校聯盟
（European League of Institutes of the Arts），讓學生有充裕的機會及廣泛的網絡參與國際合作、實習和交流。
本課程主要培訓學生對文字與影像的美感與觸覺，結合寫作與電影作跨媒體的學術訓練。課程內容包括小說和
散文寫作、電影劇本、電影理論、短片拍攝與電視製作等知識；同時結合不同傳播媒介的訓練，例如電台廣播、
人物訪問、舞台劇、新聞和數碼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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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JUPAS code

課程特色
本課程獲蜚聲國際的王家衛導演及香港現代文學家劉以鬯先生為「榮譽教授」，加上具豐富創作和業界經驗的
教學團隊，協力推動藝術教育，為新時代培育新的創意人才。畢業生大多在創意行業及媒體工作，包括小說創
作人、電影電視編導、廣告設計、記者、雜誌編輯、社交媒體編輯、多媒體創作人和數碼平台製作人等。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

JSSU14

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榮譽藝術
學士
課程於 2020/21 年度由「電影
設計及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
學士」改名為「影像設計及數
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

JSSU15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JSSU40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JSSU50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U55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JSSU65

檢測科學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JSSU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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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全面及深入的專業培訓，提高學生對動畫及視覺特效藝術在創作和製作上的專業知識和實踐機會；
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讓學生掌握及結合當中的美學、創意和應用技術；
重點課程內容包括藝術及美學史、素描繪圖、二維及三維電腦動畫製作、數碼視覺特效、動畫故事創作、
人物劇情動畫及錄像影音製作等；
⚫
從實踐中累積經驗，協助學生在創意工業的不同領域上選擇合適的專業方向。
課程旨在通過對視覺的探索，引領學生進入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的領域。通過專業實踐，學生能深入學習相關
知識和技能，與及當中的概念和框架。
課程涵蓋影像設計、視覺研究及數碼藝術三大範疇，內容包括視覺傳意、攝影、錄像、電腦藝術、文字排版設
計及資訊設計、展覽與策展、體驗設計、裝置藝術、擴展影像、沉浸式數碼藝術等。
畢業生將來可在快速變化的社會和創意工業選擇合適的職業，例如影像設計及製作、藝術及設計工作室、展覽
與策展、攝影工作室等。
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旨在培育學生在個人及專業護理方面的發展，提升學生的思辨及分析能力。修畢課程後，
學生可向香港護士管理局申請「註冊護士」（普通科）執業資格。
實習：必修
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旨在培育學生在個人及專業護理方面的發展，提升學生的思辨及分析能力。修畢課程後，
學生可向香港護士管理局申請「註冊護士」（精神科）執業資格。
實習：必修
課程內容根據國際標準及物理治療管理委員會的認證要求而設計，結合基礎理論、技巧、實踐及科研，為有志
成為物理治療師的學生提供全面訓練。課程會以小班教學，學生與老師有更多機會溝通，亦讓學生在學習物理
治療技巧，如手法治療時，更容易掌握。學生亦會學習運用不同科技，為患者評估和診斷。同時，學生將會到
醫院、診所、非政府組織及社區醫療設施機構，進行超過 1000 小時的臨床實習。
課程於 2021/22 年度由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JS9790 改為「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
實習：必修
課程旨在通過有系統的工程學習方法，幫助學生獲得在測試和認證領域上的全面專業知識，並培訓一班有資格
在測試和認證行業中擔任工程師的畢業生。課程的內容實用性強，理論與實踐並重，包括暑期工業培訓和專業
實習。課程的畢業生還將有資格在測試和認證、工程、應用科學或相關領域上進修。本課程獲香港工程師學會
評審及認可。
實習：必修
課程專為對食品、環境保護、化學或微生物測試和認證特別感興趣的學生而設。課程旨在協助學生在分析、技
術、理論各層面充分了解檢測科學和認證知識，從而使其日後能於相關業界發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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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東華學院

課程

JUPAS code

食品測試科學榮譽理學士

JSSU69

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榮譽理學
士

JSSU70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JSSU71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JSSU90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JSSU95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管理
學士

JSSU96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商管
理學士

JSSU97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

JSST01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JSS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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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畢業生對於有關檢測科學和認證的概念、技術和工具將有廣泛的了解。畢業生將可於範圍甚廣的測試和認證行
業中就職，當中一般包括測試專員、測試技術員、生產線主管、品質監控員、採購人員等。
課程以有系統的科學學習方法幫助學生獲得在食品測試領域上的理論和實踐知識。畢業生將可在食品測試行
業中擔當重要角色，包括但不限於食品測試技術員、食品生產線主管、質量控制人員以及食品採購人員。在課
程內容方面，基礎科學知識將包含在低年級的課程裡，而進階知識例如食品分析、食品安全管理和毒理學等，
將於高年級的課程內教授。
課程於 2021/22 年度由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JS9769 改為「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
實習：必修
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為各種技術和知識的跨領域學科。本課程提供如統計學、數據挖掘和電腦科學等課題的綜
合運用。課程着重科學和商業上不同領域的應用，借助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為決策基礎，建立預
測機制與模型，最後有效地分析和使用大數據和複雜資訊。畢業生可於商業或公共機構中從事數據科學家、數
據工程師或數據分析師。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JS9780「數據科學榮譽理學士」於 2021/22 年度起加強了人工智能元素並易名為「數據科學
及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同時，此課程亦於 2021/22 年度由自資學士學位課程改為「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
計劃」課程。
課程著重電腦理論與應用的整合，提供一流的專業師資，重點培訓學生積極的學習和解決問題態度，裝備學生
在職場的競爭力，打好進入高度資訊化商業社會的基礎。畢業生可從事軟件開發，程式設計，信息管理等專業
職位。
⚫
與相關企業建立緊密伙伴關係，令課程內容提供符合業界需要之專業知識及實踐。
⚫
課程內容涵蓋有關酒店、旅遊及景區的專業知識，使學生了解該些行業之特點及發展。
⚫
為學生提供分階段的實習機會，學以致用，成為行業中理論與實務兼備的人才。
⚫
除了安排學生在本地實習外，亦提供海外和內地實習的機會。
⚫
課程涵蓋廣泛，包括各主要商業及管理的學科，以及體育及康樂管理的科目。
⚫
訓練學生成為運動及康樂管理專業人才，配合現今社會對康體的注重及參與。
⚫
提供實習機會，讓學生於實際工作環境中應用及實踐所學理論。
課程旨在為同學提供理論、實務知識及技巧並重的優質教育，以創新科技應對不斷轉變的營商環境，尤其用於
金融服務行業，成為行業的領袖及顧問。
學員有機會參加自願性實習。
課程旨在為有意從事分析員、經理、或運輸、物流、採購、倉務及國際商貿專才的學員提供應用於環球市場及
供應鏈管理中不同範疇的理論、實務知識及技巧並重的優質教育。
學員有機會參加自願性實習。
課程旨在為學生投身健康及護理界別作準備。學生必須在五年內完成 151 個學分，當中包括 1,480 小時的實習
訓練。畢業生將可取得香港護士管理局發出的註冊護士牌照。
課程為有意投身專職醫療人員行列，並希望成為醫務化驗師的學生而設。學生必須在四年內完成 135 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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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課程

JUPAS code

課程特色

放射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T03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T04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T05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JSSV01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JSSV02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JSSV03

當中包括為期不少於 36 週的實習訓練。畢業生可向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申請註冊成為醫務化驗師（第二部
分）。
課程為有意投身專職醫療人員行列，並希望成為放射技師(治療類)的學生而設。學生必須在四年內完成 138 個
學分，當中包括為期不少於 36 週的實習訓練。畢業生可向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申請註冊成為放射技師（治療
類）（第二部分）。
課程著重為學生提供紮實的基礎科學知識，如定量分析技巧、語言及通識教育。學生必須在四年內完成 136 個學
分，當中包括為期不少於 1,000 小時的實習訓練。畢業生可向職業治療管理委員會申請註冊成為職業治療師（第
二部分）
，並具備能力並符合資格到醫院、社區服務機構、學校、私人診所、老人院等機構工作，為不同年齡層
的人提供職業治療服務。
課程旨在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有關愛態度、富溝通和領導能力、對終身學習有承諾及能夠滿足社區醫療保健需
求的專業註冊物理治療師。除一般課堂講學外，課程亦透過專門的實驗室和臨床設置，以小組教學形式教授物
理治療核心課程，藉此增強教學人員和學生之間的互動，提高學習成果。學院現正向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SMPC)
的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尋求專業資格認證，專業認證將每年持續進行。學院預計在第一批物理治療課程學生
畢業前將獲得專業認可。
• 課程以發掘學生的創意開發能力，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及對時裝市場的深入認知為 透過與企業伙伴緊密
目標。課程著重培訓學生的研發能力、產品設計、生產及發展技術、時裝管理、思 合作，提供相關行業
考及解難技巧，為未來就業、升學及專業培訓作好準備。
的多元實習機會，學
• 畢業生可投身時裝設計行業包括時裝、配飾、毛衣及形象設計、時裝統籌、時裝買 生可藉此累積相關專
手、產品開發、時裝零售及時裝傳媒等工作。
業實務經驗，為投身
• 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經驗，擴闊及發展個人的專業能力及態度，從而培
職場提升競爭優勢。
養他們成為跨行業及國際化的產品設計專業人才。
學院每年均舉辦海外
• 學生將進一步提高其創新及實踐能力，為本地、國內及國際市場，創造出有價值、
交流活動，讓同學擴
創新及可行的設計方案。
闊視野；亦鼓勵學生
• 畢業生可投身產品設計及開發行業，包括在消費電子產品、數碼娛樂、鐘錶及珠寶
首飾、時尚及生活產品、家庭和廚房產品、汽車、玩具及兒童產品、精品及禮品等 參與公開比賽及國際
會議，與業界交流切
範疇擔任三維藝術、產品統籌、產品開發及工程工作。
• 通過跨學科的專業培訓，此課程著重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並，幫助學生掌握園境建 磋，提升專業水平。

JSSV04

築學在科學和藝術範疇的核心知識和專業技能。教學重點包括：園境規劃和設計、
園境項目管理、園境理論和科學、生態景觀、環境及文化保育、樹木管理護養及綠
化工程等。
• 隨著我們對景觀設計的深入了解，加上園境專業不斷擴大和革新。我們具有在多個
學科中導航的能力，更為可持續建築環境設計和規劃的領導者。畢業生可投身園境
建築行業，包括城市規劃及設計、公共空間及街道設計、園境項目管理、環評報告
(景觀)等，並從事景觀設計、技術或項目承建商代表及相關範疇的工作。
• 課程揉合了廚藝與專業餐飲管理的研習與實作，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和激發好奇心，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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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JUPAS code

課程特色
透過學習及工作實習加強學生在廚藝技巧、創新及管理各方面的能力。課程著重管
理技巧、食品科學與廚藝相關設計的知識與理論 (包括菜單研發及食品美學、用餐體
驗與感覺、食物安全及營養學、以及餐酒、烈酒及食物配搭)，並透過中西式廚藝實
踐訓練，教授其所需的專業知識及技能。
• 畢業生可投身於餐飲公司、餐廳、航空餐飲公司、酒店、會所、主題公園、會展場
館及社會服務機構擔任見習行政人員，運用及發揮其廚藝知識和技能。於累積相當
的工作經驗後，他們亦可擔任餐廳主廚、餐廳經營者、食品顧問、食品造型師或美
食評論家，藉以提升業界的服務水平，促進廚藝和餐飲文化的發展。
• 課程已獲取英國款接服務學會(IoH)認可。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JSSV05

• 課程旨在培育知識、實務及領導才能兼備的專業工程人才，為有志於行內發展的中
學畢業生提供一個理想的升學途徑。
• 課程內容廣泛，涉足土木、結構、土力、環境和水利工程、交通和基建發展，以及
工程項目管理等領域。
• 學生更可透過為期 3 個月的實習機會及長達 80 小時的建築資訊模型培訓來豐富學
習體驗。
• 畢業生可在政府部門、公用事業機構、顧問和建築公司，以及相關供應商和製造商
等公私營機構擔任助理工程師、見習工程師、土木、結構及土力工程師、項目統籌
主任、地盤主管和項目經理等職位。聘任機構包括政府部門（如發展局及環境保護
署等）
、工程顧問公司、承建商、公用事業機構（如鐵路和電力公司等）
、相關管理
服務公司、物料供應商及營造商等。二零一九年度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點為港幣
$18,700，就業率為 97%。
• 本學院乃為培育專業工程師而設，課程已獲香港工程師學會之認可資格。

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榮譽)理學
士

JSSV07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JSSV08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掌握園藝及樹藝管理，園境建設及維護的理論，技術和專業的技
能和知識，涵蓋植物科學、樹藝和環境、可持續園境管理等相關學科範疇。這將幫
助學生履行有關行業的專業角色和任務，包括園藝及樹藝監督、樹木評估、園境管
理，以及園境發展和環境保育。
 完成本課程的畢業生可擔任園藝或園境項目經理、園藝或樹木專家、園藝巡查員、
樹藝師、樹木風險評估員、園境督導員、樹木工程監管、草坪管理、園藝或園境顧
問和教育工作者等。
• 課程旨在培訓專業測量知識和技術，專門領域涵蓋建築技術、管理、法律和經濟，
連同現時的建築信息模型技能，使畢業生能在規劃、發展、設計、建造和入住管理
等建築階段上，勝任專業工作。
• 測量工作坊單元學習經驗貫穿於整個四年的學習過程中，從第二年開始的一系列測
量工作坊課程，融合了學術知識和專業技能，以真實項目為基礎，讓學生實踐課本
上所學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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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JUPAS code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
科學學士

JSSV09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
學士

JSSV11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
士

JSSV12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課程特色
• 課程除了教授學生測量知識外，更提供實習機會及訓練項目，揉合職業導向、應用
實踐和工作實習，以配合社會及業界對房地產發展及測量服務需求，讓同學於畢業
後可即時與業界接軌。為提升畢業生的專業及就業能力，課程設兩個專項以供選修，
包括：
（一）工料測量和物業設施管理專業; （二）建築測量、產業測量和規劃及發
展專業。
• 課程經常邀請業界專業人士和同學分享心得，並討論業界最新趨勢及需要。
• 畢業生可就業各政府部門、公用事業機構及私營機構，擔任有關工料測量（如顧問
公司、私人發展商）
、物業設施管理（如物業、設施和屋苑管理公司）
、建築測量（如
屋宇署和建築署）
、產業測量（如地政署和地產物業顧問）與規劃及發展（如城市規
劃及發展顧問）等專業工作。
• 課程核心內容包括運動科學、多項運動技巧的培訓、運動及體適能教練與管理、運動
治療、運動賽事項目規劃、運動企業管理、康體及設施管理，以及工作實習等，學生
能從多方面去發展不同的專業技術及累積相關的工作經驗。學生可選取不同的專修範
疇以加強專業性，包括 (1) 運動教練、(2) 運動治療，以及 (3) 康樂管理。
• 畢業生可按其專修範疇於不同的機構工作，包括政府部門 (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體育學院、體育總會、球會、運動市場及管理公司、體能訓練中心、主題公園
及康樂會所等。畢業生可擔任運動或體能教練、專項運動技術分析員及運動治療師、
運動及康樂管理、運動行政及運動媒體等專業職位。
• 課程的運動治療範疇已經獲得英國運動治療師學會的專業認證，畢業生可成為英國
運動治療師學會的基本會員及註冊運動治療師。
• 選讀康樂管理範疇的學生可以成為香港康樂管理協會的學生會員，而本學院已成為
香港康樂管理協會的公司會員之一。
• 課程專注新興的多媒體技術及其創造過程，同時顧及與多媒體專業發展息息相關的商
業及社會大趨勢，以學生的事業發展為本，培育新一代多媒體專才，讓他們既有豐富
的科技知識，又具備藝術、設計與文化修養，同時洞悉社會及商業形勢。
• 畢業生可於多媒體科技的行業擔任多媒體編程員、多媒體設計員、遊戲設計員、使
用者經驗設計師及新媒體設計師等工作。累積經驗後，畢業生更有機會擔任項目經
理、技術總監及創意總監等管理職位。
• 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在資訊及通訊方面的理論與科技知識，學術實踐並重，栽培學
生在軟件開發和網絡管理等方面成為專業人才。學生同時學習最新的遊戲軟件開發
技術，運用嶄新的科技知識去締造具創意的方案，從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到雲
端運算和網絡安全，課程務使學生能勝任正在急速發展的資訊科技行業所面對的工
作需求。
• 畢業生可受聘為系統設計、軟件開發、網絡管理等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才。他們
可以擔任資訊系統分析員、軟件程式編寫員、遊戲軟件程式編寫員、網絡管理或技
術支援人員。其後可晉升為項目經理、遊戲軟件技術總監、資訊系統管理等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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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院校

課程

香港樹仁大學

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JSSY01

香港伍倫貢學
院

營運及管理（榮譽）航空學士

JSSW01

JUPAS code

課程特色
職位。
• 課程包含四大範疇：(1) 金融 (2) 科技 (3) 應用數據科學 (4) 經濟﹑法律與商業學，
有別於本港其他同類學位課程。
• 畢業生經四大範疇的專業知識培訓，可受聘於各大企業從事金融科技﹑資訊科技﹑
應用數據科學﹑監管合規等職位。
• 課程讓學生能夠: (1) 利用及評估航空相關信息以制定解決方案去提昇效率; (2) 分
析航空商務及管理範疇以應付運作需要; (3) 熟練地執行航空技術和管理上的工作;
(4) 在航空營運和管理的日常環境中作專業的溝通; 及 (5) 分析影響航空業的社會
及政治、文化、經濟和道德問題。

這些課程於 2020-2021 年的收生成績如何?（包括：計算 DSE 學科數目、個別科目成績最低要求、平均收生成績，四份三位數等）
院校
明愛專上學院

珠海學院

香港恒生大學

課程
護理學榮譽學士

JUPAS code
JSSA01

2020-2021 收生成績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甲類選修科目，申請人的甲類選修科目如為生物或組合科學(包括生物)可獲優先考
慮。平均收生成績:16.2

數碼娛樂科技(榮譽)理學士

JSSA02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本院在甄選過程中會以申請人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兩科選修科目的成績作附加分數考
慮。平均收生成績:14.1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A03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甲類選修科目，將優先考慮獲得英國語文 4 級或以上，生物學或物理學或組合科學
(生物學及物理學) 3 級或以上的申請人。於 2021/22 年度開始由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納入 SSSDP 課程，故未能提
供去年收生成績。

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JSSA04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本院在甄選過程中會以申請人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兩科選修科目的成績作附加分數考
慮。於 2021/22 年度開始由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納入 SSSDP 課程，故未能提供去年收生成績。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JSSC02

計算 DSE 學科數目: 5 科包括英國語文、中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成績: 17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

JSSC03

計算 DSE 學科數目: 5 科包括英國語文、中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成績: 16

傳播及跨媒體（榮譽）文學士

JSSC04

計算 DSE 學科數目: 5 科包括英國語文、中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成績: 15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
學士

JSSH01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分數：17.02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士

JSSH02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分數：16.77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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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
學士

JSSH03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分數：15.97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
譽）理學士

JSSH04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分數：16.34

管理科學及資訊管理（榮譽）
學士

JSSH05

藝術設計（榮譽）文學士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
士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
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榮譽藝術
學士
課程於2020/21年度由「電影設
計及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
士」改名為「影像設計及數碼藝
術榮譽藝術學士」。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JSSH06
JSSU12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分數：16.13
2021-2022 年新加入 SSSDP 之課程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JSSU50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U55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檢測科學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食品測試科學榮譽理學士

JSSU65
JSSU68
JSSU69

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榮譽理學
士

JSSU70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JSSU71
JSSU90
JSSU95

JSSU14
JSSU15

JSSU40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請參閱網頁 www.ouhk.edu.hk/JUPAS/admissionscore 有關 SSSDP 課程的收生成績資料。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申請人所選修的科目必須為甲類科目，並且為理科（包括生物、化學、
物理、科學：組合科學、科學：綜合科學）或「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大學會以此為優先考慮。
請參閱網頁 www.ouhk.edu.hk/JUPAS/admissionscore 有關 SSSDP 課程的收生成績資料。
計算最佳五個科目成績。
請參閱網頁 www.ouhk.edu.hk/JUPAS/admissionscore 有關 SSSDP 課程的收生成績資料。
課程於 2021/22 年度由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JS9790 改為「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因此只能提供
JS9790 往年收生成績。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請參閱網頁 www.ouhk.edu.hk/JUPAS/admissionscore 有關 SSSDP 課程的收生成績資料。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請參閱網頁 www.ouhk.edu.hk/JUPAS/admissionscore 有關 SSSDP 課程的收生成績資料。
課程於 2021/22 年度由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JS9769 改為「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因此只能提供
JS9769 往年收生成績。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請參閱網頁 www.ouhk.edu.hk/JUPAS/admissionscore 有關 SSSDP 課程的收生成績資料。
課程於 2021/22 年度由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JS9780 改為「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因此只能提供
JS9780 往年收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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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學院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伍倫貢學
院

3.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管理
學士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商管
理學士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放射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 (榮譽) 理
學士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
科學學士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
學士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JSSU96

營運及管理（榮譽）航空學士

JSSW01

JSSU97
JSST01
JSST02
JSST03
JSST04
JSST05
JSSV01
JSSV02
JSSV03
JSSV04
JSSV05
JSSV07

計算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請參閱網頁 www.ouhk.edu.hk/JUPAS/admissionscore 有關 SSSDP 課程的收生成績資料。

計算最佳五科 2020-2021 年度平均(mean)分數：17.8
計算最佳五科 2020-2021 年度平均(mean)分數：21.5
計算最佳五科 2020-2021 年度平均(mean)分數：22.8
計算最佳五科 2020-2021 年度平均(mean)分數：21.9
計算最佳五科 2020-2021 年度平均(mean)分數：23.7

計算 DSE 學科數目: 5 科包括英國語文、中國語文、數
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成績: 16
平均收生成績: 17
平均收生成績: 17
平均收生成績: 15
平均收生成績: 17
平均收生成績: 19

JSSV08
JSSV09

平均收生成績: 18
平均收生成績: 16

JSSV11

平均收生成績: 16

JSSV12
JSSY01

平均收生成績: 17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平均收生分數：17.40
計算 DSE 學科數目: 5 科包括英文、中文、數學、通識教育及選修科/應用學習科；
平均收生成績: 15

SSSDP 各課程於 2021 年的收生要求及取錄原則如何？（包括：計算 DSE 學科數目、個別科目成績最低要求、學科比重、應用學習課程的認受等）

院校
明愛專上學院

課程
護理學榮譽學士

JUPAS code
JSSA01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2019-2020 年的收生要求及取錄原則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甲類選修科目；申請人的甲類選修科目如為生物或組合科學(包括生物)可獲優
先考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甲類選修科取得第二級。
＃
申請人必須成功通過面試方可獲得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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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數碼娛樂科技(榮譽)理學士

JUPAS code
JSSA02

2019-2020 年的收生要求及取錄原則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申請人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兩科選修科目的成績作附加分數考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
＃
申請人必須成功通過面試方可獲得取錄。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A03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甲類選修科目；將優先考慮獲得英國語文 4 級或以上，生物學或物理學或組合
科學(生物學及物理學) 3 級或以上的申請人。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甲類選修科取得第二級。
＃
申請人必須成功通過面試方可獲得取錄。

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JSSA04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申請人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兩科選修科目的成績作附加分數考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
＃
申請人必須成功通過面試方可獲得取錄。

珠海學院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
傳播及跨媒體（榮譽）文學士

JSSC02
JSSC03
JSSC04

香港恒生大學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
學士

JSSH01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士

JSSH02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
學士

JSSH03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甲類選修科取得第二級。
同學如在應用學習學科目取得「達標」或以上成績，將視作為符合一個選修科目之要求。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個別科目成績最低要求：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選修科取得第
二級。
學科比重：英文、數學、經濟、地理、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及數學延伸單元一或
單元二比重最大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個別科目成績最低要求：中文、英文及數學必須取得第三級、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選修科取得第
二級。
學科比重：英文、數學、經濟、物理；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及數學延伸單元一或單元二比重最大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個別科目成績最低要求：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選修科取得第
二級。
學科比重：數學、經濟、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及數學延伸單元一或單元二比重最
大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
譽）理學士

JSSH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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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個別科目成績最低要求：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選修科取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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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JUPAS code

2019-2020 年的收生要求及取錄原則
二級。

管理科學及資訊管理（榮譽）
學士

JSSH05

藝術設計（榮譽）文學士

JSSH06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個別科目成績最低要求：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選修科取得第
二級。
學科比重: 英文、數學、經濟、地理、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及數學延伸單元一或單
元二比重最大
計算 HKDSE 學科數目：五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個別科目成績最低要求：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選修科取得第

香港公開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
士

JSSU12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

JSSU14

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榮譽藝術
學士
課程於 2020/21 年度由「電影
設計及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
學士」改名為「影像設計及數
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

JSSU15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JSSU40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JSSU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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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甲類選修科取得第二級。
同學如在應用學習學科目取得「達標」或以上成績，或在丙類科目取得 E 級或以上，將視作為符合一個選修
科目之要求。
學科比重：申請人的中文及英文成綪會作加權處理。
#附加條件: 本課程對中國語文能力有較高要求，因此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入學要求不可用其他考
試的中文科目成績取代。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甲類選修科取得第二級。
同學如在應用學習學科目取得「達標」或以上成績，或在丙類科目取得 E 級或以上，將視作為符合一個選修
科目之要求。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甲類選修科取得第二級。
同學如在應用學習學科目取得「達標」或以上成績，或在丙類科目取得 E 級或以上，將視作為符合一個選修
科目之要求。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甲類選修科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甲類選修科取得第二級。
#附加條件: 如報讀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及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課程，申請人所選修的科目必須
為甲類科目，並且為理科（包括生物、化學、物理、科學：組合科學、科學：綜合科學）或「健康管理與社
會關懷」，大學會以此為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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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東華學院

課程

JUPAS code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U55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檢測科學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食品測試科學榮譽理學士
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榮譽理學
士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管理
學士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商管
理學士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

JSSU65
JSSU68
JSSU69
JSSU70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JSST02

放射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T03

JSSU71
JSSU90
JSSU95
JSSU96

2019-2020 年的收生要求及取錄原則
學科比重：如申請人的選修科目是理科科目（包括生物、化學、物理、科學：組合科學、科學：綜合科學）
或「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其成績會作加權處理。
計算數目:最佳 5 個科目成績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甲類選修科取得第二級。
同學如在應用學習學科目取得「達標」或以上成績，或在丙類科目取得 E 級或以上，將視作為符合一個選修
科目之要求。
學科比重：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的成績會作加權處理。另如申請人的選修科目是理科科目，包括生物、物理、
組合科學（生物、物理），其成績亦會作加權處理。
計算數目: 4 個核心科目及 1 個選修科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如下：
中文及英文必須取得第三級、數學及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甲類選修科取得第二級。
同學如在應用學習學科目取得「達標」或以上成績，或在丙類科目取得 E 級或以上，將視作為符合一個選修
科目之要求。

JSSU97
JSS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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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第三級，及數學和通識第二級，以及甲類科目(自選)一科第二級
("3322+2")；
• 英國語文科達第四級或以上會予以優先考慮；
• 申請人須操流利的英語和廣東話及中英文寫作流暢；
• 視乎需要，或會邀請課程選擇組別 A 及 B 的合資格申請人於文憑考試放榜後參加面試。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第三級，及數學和通識第二級，以及自選/應用學習科目一科第二
級("3322+2")；
• 英國語文科達第四級或以上會予以優先考慮；
• 化學或組合科學(含化學部分)第四級或以上者將獲優先考慮；
• 必須具備正常彩色視覺，亦應有心理準備處理人體樣本、組織及體液；
• 視乎需要，或會邀請課程選擇組別 A 及 B 的合資格申請人於文憑考試放榜後參加面試。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第三級，及數學和通識第二級，以及物理、綜合科學或組合科學(含
物理部分)其中一科第三級，或健康護理實務達「達標並表現優異（I）」("3322+3")；
• 數學或通識達第三級或以上會予以優先考慮；
• 物理、綜合科學或組合科學(含物理部分)達第三級或以上會予以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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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課程

JUPAS code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T04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T05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JSSV01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JSSV02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JSSV03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JSSV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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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的收生要求及取錄原則
• 英國語文科達第四級或以上會予以優先考慮；
• 必須具備正常彩色視覺；
• 視乎需要，或會邀請課程選擇組別 A 及 B 的合資格申請人於文憑考試放榜後參加面試。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第三級，及數學和通識第二級，以及自選/應用學習科目一科第二
級("3322+2");
• 英國語文科達第四級或以上會予以優先考慮；
• 生物或組合科學(含生物部分)第三級或以上者將獲優先考慮；
• 視乎需要，或會邀請課程選擇組別 A 的合資格申請人於文憑考試放榜後參加面試。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第三級，及數學和通識第二級，以及自選/應用學習科目一科第二
級("3322+2");
• 英國語文科達第四級或以上會予以優先考慮；
• 生物、物理、組合科學(含生物/物理部分)第三級或以上者將獲優先考慮；
• 視乎需要，或會邀請課程選擇組別 A 的合資格申請人於文憑考試放榜後參加面試。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成績達第三級或以上；及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目成績達第
二級或以上；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相關應用學習科目（乙類科目）取得「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達標並表
現優異（II）」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第四級」
；最多計算兩科應用學習科目（應用學習中文除外）
。相關應用學習科目請參考第八部份之院
校課程網頁；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他語言科目（丙類科目）取得「D 或 E 級」／「C 級或以上」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
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只計算一科其他語言科目；
• 申請人可能需要攜同個人作品集的正本參加面試。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成績達第三級或以上；及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目成績達第
二級或以上；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相關應用學習科目（乙類科目）取得「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達標並表
現優異（II）」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第四級」
；最多計算兩科應用學習科目（應用學習中文除外）
。相關應用學習科目請參考第八部份之院
校課程網頁；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他語言科目（丙類科目）取得「D 或 E 級」／「C 級或以上」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
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只計算一科其他語言科目；
• 學生必須符合食物處理人員的健康水平，並須於入學後接受一次自費的健康檢查，包括小便及大便常規、
大便（沙門氏菌屬種菌檢查）、甲型肝炎病毒抗體 IgG 測試及照肺；
• 申請人可能需要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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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JUPAS code
JSSV05

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 (榮譽) 理
學士

JSSV07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JSSV08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
科學學士

JSSV09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
學士

JSSV11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
士

JSS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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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的收生要求及取錄原則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成績達第三級或以上；及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目成績達第
二級或以上(如該選修科目並非物理/化學/生物/組合或綜合科學，則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或二)成績須達第
二級或以上)；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相關應用學習科目（乙類科目）取得「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達標並表
現優異（II）」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第四級」
；最多計算兩科應用學習科目（應用學習中文除外）
。相關應用學習科目請參考第八部份之院
校課程網頁；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他語言科目（丙類科目）取得「D或E級」／「C級或以上」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會
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只計算一科其他語言科目；
• 申請人可能需要參加面試。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成績達第三級或以上；及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目成績達第
二級或以上；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相關應用學習科目（乙類科目）取得「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達標並表
現優異（II）」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第四級」
；最多計算兩科應用學習科目（應用學習中文除外）
。相關應用學習科目請參考第八部份之院
校課程網頁；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他語言科目（丙類科目）取得「D 或 E 級」／「C 級或以上」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
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只計算一科其他語言科目；
申請人可能需要參加面試。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成績達第三級或以上；及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目成績達第
二級或以上；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相關應用學習科目（乙類科目）取得「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達標並表
現優異（II）」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第四級」
；最多計算兩科應用學習科目（應用學習中文除外）
。相關應用學習科目請參考第八部份之院
校課程網頁；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他語言科目（丙類科目）取得「D 或 E 級」／「C 級或以上」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
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只計算一科其他語言科目；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選修科目「體育」科，於計算入學分數比重時將以雙倍計分；
• 申請人可能需要參加面試。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成績達第三級或以上；及數學、通識教育及一科選修科目成績達第
二級或以上；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相關應用學習科目（乙類科目）取得「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達標並表
現優異（II）」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第四級」
；最多計算兩科應用學習科目（應用學習中文除外）
。相關應用學習科目請參考第八部份之院
校課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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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2019-2020 年的收生要求及取錄原則

JUPAS code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他語言科目（丙類科目）取得「D 或 E 級」／「C 級或以上」的成績，於申請入學時
會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成績達「第二級」／「第三級」
；只計算一科其他語言科目。
• 申請人可能需要參加面試。
香港樹仁大學

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JSSY01

不適用
(課程於2020/21首次開辦，HKDSE學科數目: 五科 (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
個別科目成績最低要求:中文、英文及數學必須取得第三級、通識科取得第二級、以及其中一科選修科取得第
二級。2020/21非聯招平均收生成績: 17.40)

香港伍倫貢學
院

營運及管理（榮譽）航空學士

JSSW01



4.

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文、英文考獲第三級及數學、通識教育及選修科/應用學習科考獲第二級

SSSDP 各課程會否有自行報名入讀名額?如有，學額多少？院校如何處理同一學生不同方法的申請？

院校

課程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有/沒有 名額 學費(每年及整個課程)差異*
全自資
名額
JSSA01
0 2021/22 學年每年學費 $114,690，SSSDP 獲資助學生繳交學費$37,890
沒有

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JSSA02

有

10

2021/22 學年每年學費 $80,400，SSSDP 獲資助學生繳交學費$36,300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A03

沒有

0

2021/22 學年每年學費 $154,350，SSSDP 獲資助學生繳交學費$77,550

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JSSA04

沒有

0

2021/22 學年每年學費 $80,400，SSSDP 獲資助學生繳交學費$36,300

同學需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申請入讀 SSSDP 課程。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

JSSC02
JSSC03

沒有
沒有

0
0

2020/21 學年入讀 SSSDP 課程(JSSC02 扣除資助金額 HK$42,800 後)：
一年級及二年級學費：HK$26,200；
三年級及四年級學費：HK$31,200。

同學需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申請入讀 SSSDP 課程。

珠海學院

傳播及跨媒體（榮譽）文
學士

JUPAS
code

JSSC04

沒有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0

申請處理原則

同學需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申請入讀 SSSDP 課程。
本地同學需通過「大學聯合招
生辦法」申請入讀 SSSDP 課
程。
非本地同學可透過網上或親身
報名等方式，直接向學院申請
入讀自資課程。
同學需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申請入讀 SSSDP 課程。

如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各輪
遴選後仍有餘額(不超過各指定
課程的 10%學額)，同學可透過學
院網上入學申請系統遞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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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香港恒生大學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
譽）學士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
士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
譽）文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有/沒有 名額 學費(每年及整個課程)差異*
全自資
名額
JSSH01
沒有
/
SSSDP 課程扣減每年$44,100 港元資助後學費如下：
一年級及二年級：每年$42,090 港元
三年級及四年級：每年$53,420 港元
JSSH02
/
沒有
JUPAS
code

JSSH03

沒有

/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
（榮譽）理學士

JSSH04

沒有

/

管理科學及資訊管理（榮
譽）學士

JSSH05

沒有

/

藝術設計（榮譽）文學士

JSSH06

沒有

/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
文學士

JSSU12

沒有

-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
學士

JSSU14

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榮譽
藝術學士
課程於 2020/21 年度由
「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藝
術榮譽藝術學士」改名為
「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榮
譽藝術學士」
。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
科）

JSSU15

沒有

沒有

-

SSSDP 課程扣減每年$76,800 港元資助後學費如下：
一年級及二年級：每年$31,540 港元
三年級及四年級：每年$42,870 港元
SSSDP 課程(JSSU12):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44,100 後):HK$36,02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SSSDP 課程(JSSU14):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76,800 後):HK$23,76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

申請處理原則

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申請

只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的申請人，必須通過「大學聯
合招生辦法」提交入學。
同學需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申請入讀 SSSDP 課程。
如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各
輪遴選後仍有餘額(不超過各指
定課程的 10%學額)，同學可透
過大學網上遞交申請。

SSSDP 課程(JSSU15):
只有本地申請人才合資格獲得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76,800 後):HK$9,310*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劃」資助。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JSSU40

沒有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

SSSDP 課程(JSSU40):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76,800 後):HK$50,12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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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JUPAS
code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
科）

JSSU50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U55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JSSU65

檢測科學和認證榮譽理學
士

JSSU68

食品測試科學榮譽理學士

JSSU69

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榮譽
理學士

JSSU70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
士

JSSU71

申請處理原則
有/沒有 名額 學費(每年及整個課程)差異*
全自資
名額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50):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76,800 後):HK$50,12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55):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76,800 後):HK$87,80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65):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76,800 後):HK$32,68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68):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76,800 後):HK$5,80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69):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76,800 後):HK$8,52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70):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44,100 後):HK$34,02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71):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44,100 後):HK$34,020*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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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東華學院

課程

JUPAS
code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
學士

JSSU90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JSSU95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
管理學士

JSSU96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
商管理學士

JSSU97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
學士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
學士
放射治療學（榮譽）理學
士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
士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
士

JSST01
JSST02
JSST03
JSST04
JSST05

有/沒有 名額 學費(每年及整個課程)差異*
全自資
名額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90):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44,100 後):HK$46,604*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95):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44,100 後):46,604*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96):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44,100 後):HK$46,604*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沒有
SSSDP 課程(JSSU97):
首年學費(扣除資助金額 HK$44,100 後):HK$46,604*
學費是按同學所修讀科目的學分計算。一般而言，學生每學年會修讀 40 個學
分。
*學費已包括實習／實驗／沉浸課程費用(如適用)。
0 扣減每年 HK$76,800 資助後，首年學費為 HK$44,500，整個課程學費為
沒有
HK$222,500
0 扣減每年 HK$76,800 資助後，首年學費為 HK$65,975，整個課程學費為
沒有
HK$263,900
0 扣減每年 HK$76,800 資助後，首年學費為 HK$71,750，整個課程學費為
沒有
HK$282,800
0 扣減每年 HK$76,800 資助後，首年學費為 HK$74,200，整個課程學費為
沒有
HK$296,800
0 扣減每年 HK$76,800 資助後，首年學費為 HK$76,800，整個課程學費為
沒有
HK$307,200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申請處理原則

同學需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申
請入讀 SSSDP 課程。上述學費已
扣除由政府「指定專業/界別課
程資助計劃」的年度補貼。
2021/2022 學年的補貼金為港幣
76,800 元。每年的補貼金額會根
據教育局的決定可能會有所不
同。只有本地學生能獲發 SSSDP
學費資助。
如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各
輪遴選後仍有餘額（不超過各
指定課程的 10%學額），非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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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JUPAS
code

有/沒有 名額 學費(每年及整個課程)差異*
全自資
名額

職業訓練局—香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港高等教育科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技學院

JSSV01

沒有

60

JSSV02

沒有

60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JSSV03

沒有

45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
士

JSSV04

沒有

40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JSSV05

沒有

60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申請處理原則

聯招之本地申請人可透過學院
網站遞交申請，詳細日期有待
公佈。
同學需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SSSDP 資助金額為 HK$76,800；
2021/22 學年入讀 JSSV01/ JSSV02 之首年學費本為 HK$106,755，扣除 SSSDP 申請入讀 SSSDP 課程。
資助金額後首年學費為 HK$29,955。
1.
上述學費是按 2021/22 年度的學費水平釐定的。其後的學費將以政府
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改動而出調整。
2.
全年學費是按學生該年所修讀的學分計算。以上所列的全年學費是按
平均修讀學分計算 (即每學分學費乘以平均學分數量)，只供參考。學
生必須完成最少 132 學分，方可畢業。個別學生需繳付的實際學費
或有差異。
3.
資助金額會在相關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 (即 4 年) 發放。
4.
只有本地學生能獲發 SSSDP 學費資助。
SSSDP 資助金額為 HK$44,100；
2021/22 學年入讀 JSSV03/JSSV04 之首年學費本為 HK$102,960，扣除 SSSDP
資助金額後首年學費為 HK$58,860。
1.
上述學費是按 2021/22 年度的學費水平釐定的。其後的學費將以政府
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改動而出調整。
2.
全年學費是按學生該年所修讀的學分計算。以上所列的全年學費是按
平均修讀學分計算 (即每學分學費乘以平均學分數量)，只供參考。學
生必須完成最少 132 學分，方可畢業。個別學生需繳付的實際學費
或有差異。
3.
資助金額會在相關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 (即 4 年) 發放。
4.
只有本地學生能獲發 SSSDP 學費資助。
SSSDP 資助金額為 HK$76,800；
2021/22 學年入讀 JSSV05 之首年學費本為 HK$111,540，扣除 SSSDP 資助金
額後首年學費為 HK$34,740。
1.
上述學費是按 2021/22 年度的學費水平釐定的。其後的學費將以政府
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改動而出調整。
2.
全年學費是按學生該年所修讀的學分計算。以上所列的全年學費是按
平均修讀學分計算 (即每學分學費乘以平均學分數量)，只供參考。學
生必須完成最少 132 學分，方可畢業。個別學生需繳付的實際學費
或有差異。
3.
資助金額會在相關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 (即 4 年) 發放。
4.
只有本地學生能獲發 SSSDP 學費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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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 (榮
譽) 理學士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
社會科學學士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
譽）理學士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
理學士

申請處理原則
有/沒有 名額 學費(每年及整個課程)差異*
全自資
名額
JSSV07
沒有
60 SSSDP 資助金額為 HK$44,100；
2021/22 學年入讀 JSSV07/JSSV08 之首年學費本為 HK$102,960，扣除 SSSDP
資助金額後首年學費為 HK$58,860。
1.
上述學費是按 2021/22 年度的學費水平釐定的。其後的學費將以政府
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改動而出調整。
JSSV08
60 2.
沒有
全年學費是按學生該年所修讀的學分計算。以上所列的全年學費是按
平均修讀學分計算 (即每學分學費乘以平均學分數量)，只供參考。學
生必須完成最少 132 學分，方可畢業。個別學生需繳付的實際學費
或有差異。
3.
資助金額會在相關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 (即 4 年) 發放。
4.
只有本地學生能獲發 SSSDP 學費資助。
JSSV09
60 SSSDP 資助金額為 HK$44,100
沒有
2021/22 學年入讀 JSSV09 之首年學費本為 HK$111,540，扣除 SSSDP 資助金
額後首年學費為 HK$67,440。
1.
上述學費是按 2021/22 年度的學費水平釐定的。其後的學費將以政府
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改動而出調整。
2.
全年學費是按學生該年所修讀的學分計算。以上所列的全年學費是按
平均修讀學分計算 (即每學分學費乘以平均學分數量)，只供參考。學
生必須完成最少 132 學分，方可畢業。個別學生需繳付的實際學費
或有差異。
3.
資助金額會在相關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 (即 4 年) 發放。
4.
只有本地學生能獲發 SSSDP 學費資助。
JSSV11
30 SSSDP 資助金額為 HK$44,100；
沒有
2021/22 學年入讀 JSSV11 之首年學費本為 HK$102,960，扣除 SSSDP 資助金
額後首年學費為 HK$58,860。
1.
上述學費是按 2021/22 年度的學費水平釐定的。其後的學費將以政府
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改動而出調整。
2.
全年學費是按學生該年所修讀的學分計算。以上所列的全年學費是按
平均修讀學分計算 (即每學分學費乘以平均學分數量)，只供參考。學
生必須完成最少 132 學分，方可畢業。個別學生需繳付的實際學費
或有差異。
3.
資助金額會在相關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 (即 4 年) 發放。
4.
只有本地學生能獲發 SSSDP 學費資助。
JSSV12
66 SSSDP 資助金額為 HK$44,100；
沒有
2021/22 學年入讀 JSSV12 之首年學費本為 HK$85,800，扣除 SSSDP 資助金
額後首年學費為 HK$41,700。
JUPA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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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香港樹仁大學

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香港伍倫貢學
院

營運及管理（榮譽）航空
學士

5.

申請處理原則
有/沒有 名額 學費(每年及整個課程)差異*
全自資
名額
1.
上述學費是按 2021/22 年度的學費水平釐定的。其後的學費將以政府
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改動而出調整。
2.
全年學費是按學生該年所修讀的學分計算。以上所列的全年學費是按
平均修讀學分計算 (即每學分學費乘以平均學分數量)，只供參考。學
生必須完成最少 132 學分，方可畢業。個別學生需繳付的實際學費
或有差異。
3.
資助金額會在相關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 (即 4 年) 發放。
4.
只有本地學生能獲發 SSSDP 學費資助。
JSSY01
30 SSSDP 資助金額為 HK$44,100
沒有
2021/22 學年入讀 JSSY01 之首年學費本為 HK$74,280，扣除 SSSDP 資助金
額後首年學費為 HK$30,180。另設「長弓仁商獎學金」$10,000，詳情見
https://uao.hksyu.edu/documents/Faculty-of-Commerce-Entrance-ScholarshipFINAL.pdf
JSSW01 沒有
25 SSSDP 資助金額為 HK$44,100；
同學需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
2021/22 學年入讀 JSSW01 之首年學費本為 HK$69,000，扣除 SSSDP 資助金 法」申請入讀 SSSDP 課程。
額後首年學費為 HK$24,900。
第一年及第二年學費: 每年$69,000
第三年及第四年學費: 每年$74,000
JUPAS
code

除基本入學要求，各課程如何考慮以下因素作取錄用？

（一） 第二個選修科成績;
（四） 面試;
（七） 學校評估報告 (SRR);
（二） 第三個選修科成績;
（五） OEA;
（八） 學生學習概覽 (SLP);
（三） 數學延伸單元;
（六） 自我介紹文章 (Additional Information);
（九） 聯招申請選擇組別(Band)
院校
課程
 若學生出現同分情況，學院會計算同學額外的選修科目成績來釐定取錄名單之排序
明愛專上學院
 部分課程會考慮計算數學延伸單元成績在總成績內
 申請人必須成功通過面試方可獲得取錄
 OEA、自我介紹文章 (Additional Information)、學校評估報告 (SRR)及學生學習概覽 (SLP) 將作為參考使用
 同學如將聯招申請課程放於 Band A，會增加獲取錄的機會
 若同學出現同分情況，大學則會計算同學額外的選修科目成績來釐定取錄名單之排序。
珠海學院
 有需要時安排面試或筆試。
 OEA、自我介紹文章 (Additional Information)、學校評估報告 (SRR) 及學生學習概覽 (SLP) 將作個別考慮。
 同學如將聯招申請課程放於 Band A 及 Band B 優先考慮。
 部分課程已經考慮額外的選修科目成績在最佳五科內
香港恒生大學
 部分課程會考慮計算數學延伸單元成績在總成績內
 有需要時安排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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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香港公開大學

東華學院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伍倫貢學
院
6.

課程
 OEA、自我介紹文章（Additional Information）、學校評估報告（SRR）及學生學習概覽（SLP）將作為參考使用
 Band A 優先考慮
 若同學出現同分情況，大學則會計算同學額外的選修科目成績來釐定取錄名單之排序。
 如申請人修讀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和延伸部分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
，只會考慮成績較高的其中一個科目作為符合選修科目之要求。
JSSU40、JSSU50 及 JSSU55 課程都需要進行面試及/或筆試。若同學未能在面試及/或筆試中取得合格，大學或會不給予取錄資格。面試及/或筆試表現亦會
影響同學在取錄名單之排序。
 大學會考慮學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課程選擇意願、面試及各方面的成就（如 OEA）作為取錄考慮。其他如自我介紹文章(Additional Information)、學
校評估報告 (SRR)及學生學習概覽 (SLP) 將作為參考之用。
 同學如將聯招申請課程放於 Band A，或會增加獲取録的機會。
 若出現同分情況，學院則會計算同學額外的選修科目成績來釐定取錄名單之排序
 部分課程會考慮計算數學延伸單元成績在總成績內
 OEA、自我介紹文章 (Additional Information)、學校評估報告 (SRR) 及學生學習概覽 (SLP) 將作個別考慮
 視乎需要，或會邀請課程選擇組別 A 及 B 的合資格申請人於文憑考試放榜後參加面試
 同學如將聯招申請課程放於 Band A，會增加獲取録的機會
備用參考







若同學出現同分情況，大學則會計算同學額外的選修科目成績來釐定取錄名單之排序。
有需要時安排面試或筆試。
OEA、自我介紹文章 (Additional Information)、學校評估報告 (SRR) 及學生學習概覽 (SLP) 將作為參考使用。
同學如將聯招申請課程放於 Band A 及 Band B 優先考慮。
若出現同分情況，學院則會計算同學額外的選修科目成績來釐定取錄名單之排序
有需要時安排面試

有甚麼課程要求面試？面試的安排如何?
院校

課程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數碼娛樂科技(榮譽)理學士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
傳播及跨媒體（榮譽）文學士

珠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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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AS
code
JSSA01
JSSA02
JSSA03
JSSA04
JSSC02
JSSC03
JSSC04

面試的安排
被挑選的申請人將會安排參加面試，面試包括個別面試及／或小組討論。同學請預留半日時間。
申請人將會安排參加面試，面試包括個別面試及／或小組討論。同學請預留半日時間。
被挑選的申請人將會安排參加面試，面試包括個別面試及／或小組討論。同學請預留半日時間。
申請人將會安排參加面試，面試包括個別面試及／或小組討論。同學請預留半日時間。
有需要時在 2021 年 6 或 7 月安排面試或筆試
有需要時在 2021 年 6 或 7 月安排面試
有需要時在 2021 年 6 或 7 月安排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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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課程

香港恒生大學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士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
管理科學及資訊管理（榮譽）學士
藝術設計（榮譽）文學士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JUPAS
code
JSSH01
JSSH02
JSSH03
JSSH04
JSSH05
JSSH06
JSSU40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JSSU50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U55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放射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T01
JSST02
JSST03
JSST04
JSST05
JSSV01
JSSV02
JSSV03
JSSV04
JSSV05
JSSV07
JSSV08
JSSV09
JSSV11
JSSV12
JSSY01
JSSW01

香港公開大學

東華學院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伍倫貢學
院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 (榮譽) 理學士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營運及管理（榮譽）航空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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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安排
有需要時在 2021 年 6-7 月安排面試

文憑考試放榜後

筆試及
約 2 小 筆試及小組面試或會安排在不同時間進行，同學請預留半
小組討論
時
日時間
文憑考試放榜後
筆試及
約 2 小 筆試及小組面試或會安排在不同時間進行，同學請預留半
小組討論
時
日時間
文憑考試放榜後
個人面試及 約 2 小 個人及小組面試或會安排在不同時間進行，同學請預留半
小組討論
時
日時間
視乎需要，或會邀請課程選擇組別 A 及 B 的合資格申請人於文憑考試放榜後參加面試。

視乎需要，或會邀請課程選擇組別 A 的合資格申請人於文憑考試放榜後參加面試。
⚫
⚫

面試要求視乎個別課程而定。面試形式包括個別面試及／或小組討論。
如同學報讀時裝設計、產品設計或園境建築課程，可能需要攜同作品集的正本參加面試。

⚫
⚫

視乎需要，或會邀請課程選擇組別 A 及 B 的合資格申請人於文憑考試放榜後參加面試及或筆試。
有需要時在 2021 年 6 或 7 月安排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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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以上取錄因素外，有甚麼課程有特別入學要求?
院校
明愛專上學院
珠海學院
香港恒生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東華學院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伍倫貢學
院

課程
沒有
沒有
沒有
所有課程沒有特別入學要求，惟報讀 JSSU40、JSSU50 及 JSSU55 課程，請留意以下要求。
JSSU40及JSSU50：申請人所選修的科目必須為甲類科目，並且為理科（包括生物、化學、物理、科學：組合科學、科學：綜合科學）或「健康管理與社會關
懷」，大學會以此為優先考慮。
JSSU55：申請人所選修的科目以理科科目，包括生物、物理、組合科學（生物、物理）為優先考慮。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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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網頁
院校

明愛專上學院

珠海學院
香港恒生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東華學院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課程
JSSA01 https://www.cihe.edu.hk/en/programmes/bachelor-sdegree-programmes/bachelor-of-nursinghonours/introduction/index.html
JSSA02 - https://cis.cihe.edu.hk/bscdet.html
JSSA03https://www.cihe.edu.hk/en/programmes/bachelor-sdegree-programmes/bachelor-of-science-honours-inphysiotherapy/introduction/index.html
JSSA04 - https://cis.cihe.edu.hk/bscai.html
https://www.chuhai.edu.hk/sssdp
http://registry.hsu.edu.hk/prospectivestudents/undergraduate/programmes-offered/
http://ouhk.edu.hk/FT_JUPAS
https://www.twc.edu.hk/en/Programme_cat
https://www.thei.edu.hk/admissions/local-studentsadmission-for-year-1-entry/student-subsidy-schemefor-designated-professions-sections/sssdp-foracademic-year-2021-22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伍倫貢學
院

https://www.uowchk.edu.hk/degree_bavo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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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一般及課程）

面試

https://www.cihe.edu.hk/en/programmes/index.html

https://www.chuhai.edu.hk/undergraduate
http://registry.hsu.edu.hk/prospectivestudents/undergraduate/general-information/
http://ouhk.edu.hk/FT_JUPAS
http://www.twc.edu.hk/sssdp
https://www.thei.edu.hk/admissions/local-studentsadmission-for-year-1-entry/student-subsidy-schemefor-designated-professions-sections/sssdp-foracademic-year-2021-22
https://www.hksyu.edu/tc/admissions/undergraduate
/
https://www.uowchk.edu.hk/admission_home.html

http://ouhk.edu.hk/JUPAS_interview
https://www.thei.edu.hk/admissions/localstudents-admission-for-year-1-entry/studentsubsidy-scheme-for-designated-professionssections/sssdp-for-academic-year-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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