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 | 1 
 

香港樹仁大學 2020-2021 年度課程最新入學資訊 

 
1. 各個課程收生事項及重點: 

 仁大分三個學院，現提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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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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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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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人力資源管理及應用心理學#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    

#新課程，現已接受報名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https://www.eapp.gov.hk)  

同學可通過 E-APP 報讀仁大之學士課程﹕ 

i. 2019 年 12 月 5 日開始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 (報名日期及詳情請留意 E-APP 方面 

公布通知） 

ii. 透過 E-APP 申請的同學，除了申請社會工作（榮譽）學士外，皆不用參加面試。 

iii.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之申請者注意: 只有選擇課程為第一志願才獲得面試通知。 

iv. 由現在起透過 E-APP 申請的同學，於繳交申請費用（港幣二百元正）並經本校審核後，大概一星期內獲發「條件性

取錄通知」（Conditional Offer）。 

v. 同學可於 DSE 成績公布後，如符合「條件性取錄通知」（Conditional Offer）上的條件，可於指定日期前往本校確認

學位及繳交留位費 (請見下表)。 

 
 最新註冊須知﹕ 

近日教育局及大學聯招辦事處分別宣佈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放榜及大學聯招公佈遴選結果延期，本校之入學註冊程

序亦有以下更新﹕ 

 
程序# 原定日期 最新日期* 

HKDSE 公布日期 2020年 7月 15日（三） 2020年 7月 22日（三） 

繳交留位費 2020年 7月 15日（三）至 20日（一） 2020年 7月 22日（三）至 27日（一） 

JUPAS大學聯招辦法公布結果 2020年 8月 10日（一） 2020年 8月 13日（四） 

正式入學註冊 2020年 8月 11日（二）至 12日（三） 2020年 8月 14日（五）至 15日（六） 

申請退還留位費日期 
（持「大學聯招辦法」正式遴選取錄資格） 

2020年 8月 10日（一）至 12日（三） 2020年 8月 13日（四）至 17日（一） 

*請留意，上述日子仍可能會有所更改。若文憑試/聯招放榜日期再有更改，本校將按教育局/大學聯招處之公布於招生處網頁內通知學
生最新之入學註冊相關日期。 

 

 

E-APP  

最新入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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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報名流程﹕ 
若同學未於 EAPP 報名，亦可於 HKDSE 成績公布後親身或於仁大網上平台報名。惟此階段之所餘學位有限，同學會於報

名當日知道取錄結果。 

經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報名  
截止日期﹕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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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日) 

統一收生: 
7月 22-25日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 

網上/ 親身確認學位所需文件﹕ 
1. 本校條件性錄取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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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社工或特別情況除外) 
，詳情請參閱本校招生處網頁 

 

 

2. 商學院一年級入學獎學金 (只限本地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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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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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及應用心理學(HRMAP) 

詳細資料請按此瀏覽: 

https://www.hksyu.edu/wp-content/uploads/2019/03/Faculty-of-Commerce-Entrance-Scholarship-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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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一年級本地學生提供港幣

20,000 元正的入學獎學金。 

詳細資料請按此瀏覽: 

https://www.hksyu.edu/wp-content/uploads/2018/12/iFree-Entrance-Scholarship-FINAL.pdf 

 

3. 免入息審查計劃港幣 (NMTSS) 

 由 2017/18 學年起，本校合共 14 個課程皆獲得政府的資助。2020/21 學年，資助額 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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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年度的資助金額有待教育局提供。 

 本校於 2020-21 年的學費為港幣 7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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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課程詳情可參閱相關學系網頁: 

招生處 

HRMAP Fintech 

https://www.hksyu.edu/wp-content/uploads/2019/03/Faculty-of-Commerce-Entrance-Scholarship-FINAL.pdf
https://www.hksyu.edu/wp-content/uploads/2018/12/iFree-Entrance-Scholarship-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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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宿舍 

 仁大有兩棟宿舍大樓，為住於偏遠地區之學生提供大約 1000 個宿位。若學生未曾住宿，學生事務處亦會儘量為學

生安排，讓學生有體驗宿舍生活之機會。 

 

5. 副修 (Minor Programme) & 通識 (General Education) 

 仁大特別設立副修課程及通識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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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工作實習 (Internship) 

 本校去年（2018 年）特別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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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境外留學 (Exchange Programme) 

 本校現時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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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計劃為學分承認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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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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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非華語學生(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取錄安排 

 NCS 之定義是根據教育局之定義，即符合以下特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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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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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 中文 A 卷: 4 分或以上 

 若 NCS 學生未能達到以上中文要求，或只考 GCSE/IGCSE/Applied Learning Chinese 之學生，則可考由本校為 NCS

同學而設的中文入學試代替 

 若 NCS 學生達到以上中文要求，或獲取本校的 NCS 學生中文入學試合格，則可用其另一科本校認可之 DSE 最佳選

修科以代替中文科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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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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