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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 2021-2022 年度課程 新入學資訊 

 

1. 各個課程收生事項及重點: 

 仁大分三個學院，現提供 17 個自資開辦的學士學位課程，簡列如下﹕ 

文
學
院 

中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 

商
學
院 

經濟及金融學(榮譽)文學士 

英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  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歷史學（榮譽）文學士  會計學(榮譽)商學士 

新聞與傳播（榮譽）文學士  法律與商業(榮譽)商學士 

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科技(榮譽)文學士#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企業管治及風險管理 

社
會
科
學
院 

輔導及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數碼市場學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人力資源管理與應用心理學 

社會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    

#新課程，現已接受報名 
^此課程已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SSSDP) ，如欲申請之同學必須於聯招放榜後經非聯招途徑申請。本校招生處將於 8
月中於網頁公佈剩餘名額。 

 

 新報名流程﹕ 

若同學未曾於 EAPP 報名，可於 HKDSE 成績公佈後親身或於仁大網上申請平台報名。惟此階段之所餘學位有限，請各同

學務必儘早報名及提交 DSE 成績。不論以網上或親臨本校報名，於下午 5 時前之申請均可於當日知道取錄結果。 

經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或  
本校其他平台報名 (包括招生處網站/教育展覽/中學講座) 

 
 

從未報名/ 
未獲取錄** 
        ↓  

已持有「有條件取錄」 

合符取錄條件 
↓ 

不合符取錄條件/ 
不接受所獲派學位 

↓ 

合符取錄條件同學可確認接受學位 
並辦理留位手續** 

(7 月 21-26 日) 

統一收生: 
7 月 21-24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網上/ 親身確認學位所需文件﹕ 
1. 本校「有條件取錄」通知書  2. HKDSE 成績單副本  3.香港身份證副本 
 
**除親身到校外，本校現提供網上報名及辦理留位服務(不合本校最低入學要求除外) 
，詳情請參閱本校招生處網頁 

 
 

 

 認可一科應用學習科目為選修科之安排: 

由本年度起，本校准許 DSE 申請人以一科應用學習科目作為選修科之成績。本校認可與申請人報讀課程之相關應用

學習科目，考獲達標並表現優異(II)可當一科選修科 4 級之成績; 考獲達標並表現優異(I)可當一科選修科 3 級之成績。

本校不接納考獲應用學習科目達標之成績。應用學習中文並不能當選修科之用。 

 

招生處網頁 

最新入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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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華語學生(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取錄安排 

o 根據教育局之定義，NCS 學生須符合以下特定情況: (甲)學生在接受小學及中學教育期間學習中國語文少於六年

時間；或(乙)學生在學校學習中國語文已有六年或以上時間，但期間是按一個經調適並較淺易的中國語文課程學

習，而有關的課程一般並不適用於其他大部分在本地學校就讀的學生。 

o 本校接納 NCS 學生遞交以下中文科成績用作證明申請人之中文能力: 

- GCE A/AS Level 中文卷: D 級或以上; 或 

- IB 中文 A 卷: 4 分或以上; 或 

- 應用學習(中文): 達標或以上 (新增之認可科目) 

o 若 NCS 學生未能達到以上一項中文要求，或只考 GCSE/IGCSE 之學生，則可考由本校為 NCS 同學而設的中文入

學試代替 

o 若 NCS 學生達到以上中文要求，或考獲本校的 NCS 學生中文入學試合格成績，則可用其另一科本校認可之 DSE

佳選修科以代替中文科之分數。 

o 部份適合於非華語同學就讀課程:   

英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 法律與商業（榮譽）商學士;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2. 獎助學金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Scholarships) 

 入學獎學金 

i. 「長弓仁商獎學金」（ Longbow Charity Foundation Entrance Scholarship for Commerce ）。長弓慈善基金有限公

司為每名入讀以下商學院學士學位課程的一年級本地學生提供港幣 10,000 元正的入學獎學金。 

經濟及金融學(榮譽)文學士  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會計學(榮譽)商學士 

法律與商業(榮譽)商學士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企業管治及風險管理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人力資源管理與應用心理學 

 

ii. 愛訊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為入讀仁大「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數碼市場學」課程的一年級學生提供港

幣 20,000 元正的入學獎學金。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由 2017/18 學年起，本校合共 16 個課程皆獲得政府 NMTSS 資助。2021/22 學年，資助額 33,100 港元。若學生於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3322」的成績（即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取得第 3 級成績，數學科必修部分、通識教育科

取得第 2 級成績），即可獲批有關資助。本校於 2021-22 年的學費為港幣 74,280 元正，合資格的同學扣除學券後實

際繳交的學費為大概為$40,000 元；同學除了可以申請 NMTSS 外，亦可同時申請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資助及貸款

計劃（即政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獎學金 (Scholarship) 

本校獲得校友與及校外多個機構提供不同類型的獎學金，為支持及鼓勵有志求學的學生減輕財政負擔。去年獎學金

額為 4,200 萬元，受惠學生超過 400 多位。奬助學金詳細資料請按此瀏覽: https://uao.hksyu.edu/zh/home/whySYU  
 

3. 宿舍: 仁大有兩棟宿舍大樓，提供大約 1000 個宿位，讓學生有體驗宿舍生活之機會。 

4. 副修 (Minor Programme) & 通識 (General Education): 副修及通識課程鼓勵同學選修本科課程以外的專業科目，

以加強競爭力。例如﹕工管系的學生可以副修商業以外的科目，如心理、中文等，以豐富個人的學術背景。 

5. 工作實習 (Internship): 本校特別成立的「工作實習辦公室」為全校所有課程推行實習計劃（為帶學分科目），並配

合同學所就讀學系提供相關的實習工作，以加強同學個人的社交和處事能力，在投身社會之後及早適應社會。 

6. 境外留學 (Exchange Programme): 本校現時與 75 多間包括美國、歐洲、東南亞等地之海外大學簽訂合作交流協議。

有關計劃乃學分承認課程，交換期為一個學期至一年不等。同學只須繳付仁大學費及準備當地生活費便可參加計

劃。除了學校可提供經濟資助外，政府亦十分鼓勵同學到海外進行交流，並特別設立「外展體驗獎」（Reaching Out 

Award），資助金額上限為港幣 10,000 元正。 

 



仁大招生網上申請
程序

2021-2022

香港樹仁大學招生事務處



網頁提供繁簡英三種語
言，使用者可以選擇合

適自己的語言

點擊「申請平台」
進入申請平台



同學可透過仁大招生處
網站進行各種網上入學
手續和查詢，包括：

1. 確認學位（提交今屆
DSE成績）

2. 遞交補充文件
3. 查看取錄結果
4. 網上查詢系統



申請人可於此進行網上
申請

申請人可於此下載申請
表格，以郵寄方式或親
身交回仁大

已持有有條件取錄信之
申請人可按此以上載文
憑試成績單以確認學位

申請人可按此以補
交文件
若有任何有關入學
及註冊的問題，亦
可按此與招生處同
事聯絡

申請人可於此查看錄取
結果



IN A GLANCE
HKSYU 2021 Online Application

HKSYU Admission Office



We provide three 
languages, you can 
choose one that fits 
your need

Click this button to 
enter the portal



By means of using this website, you can:

1. Confirm your acceptance by uploading 
your DSE result slip

2. Submit your supporting documents
3. To view your application result
4. To ask questions via our website



Applicants can apply Year 
1 entry through this box

Applicants can 
download the form and 
submit via E-mail or in-
person

Applicants already got 
the conditional offer can 
submit their current 
DSE result slip to 
confirm the acceptance

You can submit your 
supplementary 
documents here

You can also ask 
questions by means 
of the enquiry 
system, we will 
reply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Applicants can check 
your application status 

and result here



 
各位中學校長及升學輔導組負責老師﹕ 
 

香港樹仁大學文憑試放榜日 新安排 
 

有鑑疫情仍然反覆，為減少人流聚集以保持社交距離，本校今年繼續鼓勵

學生於網上申請本校課程以及辦理留位手續。 
 
網上申請平台已經開放 (https://uao.hksyu.edu/zh/application )。唯「社會工

作（榮譽）學士課程」則由7月21日上午9時始接受申請。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

若成功於放榜日下午5時前上載成績，一般即日內收到電郵錄取結果通知。網上

平台亦可處理學位確認、繳交留位費和一般查詢等。  
 

而7月21-24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本校仍會開放供學生親身報讀所有學士

學位課程。校園內會實施人流管制措施，學生遞交申請後需即時離校，不設等

候結果區。此外，所有學系面試均會取消。若同學需要筆試，則改以網上形式

進行。仁大會同時處理網上及現場申請，以擇優方式錄取。 
 
本校亦於本招生年度開始接納同學以一科與其報讀課程相關的應用學習科

目 (Applied Learning Subjects) 當作一科選修科之分數。成績達標並表現優異I 和 
II分別等同文憑試甲類科目的第3級和第4級的成績；另外亦接納非華語學生以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成績達標或以上替代本校之中文之入學要求。 
 
隨函附上「網上申請及確認學位程序一覽」以及「香港樹仁大學2021-2022 

年度課程 新入學資訊」供您參閱，讓您及學生更清楚 新入學要求及如何在

網上申請和確認學位。 
 
謝謝! 
 

香港樹仁大學招生事務處  
新資訊：https://uao.hksyu.edu/zh  

申請平台：https://uao.hksyu.edu/zh/application 
電郵：admit@hksyu.edu  
查詢： 
熱線電話: 2881 7226（只於7月21日至24日運作）或 2570 7110 
Whatsapp: 3008 0470 
 
 
 
附件: 

1. 「網上申請及確認學位程序一覽」 

2. 「香港樹仁大學 2021-2022 年度課程 新入學資訊」 


	2021_22 HKSYU Updated Admission Notice_Jul
	仁大招生網上申請程序_202122
	香港樹仁大學文憑試放榜日最新安排2021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