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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專上教育及多元出路

•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Concourse)

•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 (iPASS)

•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 2019 報名及收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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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帑資助與自資院校

 為青少年提供優質、靈活多元和多階進出
的升學途徑

 現時本港適齡人口組別中約50%的青少年
有機會接受學士學位程度的教育。連同副
學位計算，超過七成的青少年已有機會接
受專上教育

專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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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學士/高級
文憑課程

學士學位
課程

毅進文憑
課程

其他課程

高年級 / 

銜接學位課程

就業

香港中學文憑

公開進修＋終身學習
多元及多階進出



5

多元出路
本地學士學位 其他課程

職業訓練局
酒店及旅遊/廚藝
學院

香港建造學院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
劃

其他(例如：明愛
及青年會等)

1.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2.明愛社區書院
3.明愛專上學院
4.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
香港伍倫貢學院
5.宏恩基督教學院
6.港專學院
7.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
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8.香港藝術學院
9.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國際學院/電影學院
10.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11.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12.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13.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14.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15.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專上學院
16.香港公開大學及其李嘉誠
專業進修學院
17.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18.東華學院
19.職業訓練局
20.耀中幼教學院
21.青年會專業書院

在香港
開辨的
非本地
課程／
混合式/
遙距
課程

1.明愛專上學院
2.明德學院

(於2019/20學年停止收生)

3.珠海學院
4.香港城市大學
5.宏恩基督教學院
6.港專學院
7.香港演藝學院
8.香港浸會大學
9.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10.香港樹仁大學
11.嶺南大學
12.香港中文大學
13.香港恒生大學
14.香港教育大學
15.香港理工大學
16.香港科技大學
17.香港公開大學
18.香港大學
19.東華學院
20.耀中幼教學院
21.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
教育科技學院

毅
進
文
憑

副學位

就
業

外
地
升
學內地

112間
高等院
校免試
招收香
港學生

香港中學文憑



香港中學畢業生升學出路 2019
學士學位課程

須達「3322」(多數課程同時要求一個或兩個
選修科目達「2」或「3」 程度)

(i)   政府資助課程（全日制）

(ii)  自資課程（全日制）*

約 15 180

約 8 800

合共：約 24 000

副學位課程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

須達五科“2” 程度（包括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

(i) 政府資助課程（全日制）

(ii) 自資課程（全日制）*

約 10 700

約 19 300

合共：約 30 000

其他課程

(i) 職業訓練局
酒店及旅遊/廚藝
學院

(ii) 香港建造學院

(iii) 勞工處
展翅青見計劃^

(iv) 其他（例如：
明愛、青年會等）

約 660

約 340

約 4 700毅進文憑課程 ╱基礎課程文憑╱
職專文憑

(i) 毅進文憑課程

(ii) 職業訓練局
基礎課程文憑╱
職專文憑

約 5 000

約 5 600

合共：約 10 600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畢業生
日校考生︰約47 100

在香港開辦的非本地課程／遙距課程

就業

註：除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外，持有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毅進文憑和國際文憑預科課程(IB)等資歷人士亦可以申請入讀專上課程。
*   數字基於自資院校為規劃用途而提供的學額資料，並非收生上限。學位課程包括「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下3 236 個資助學額。
△ 在2018年，112所內地高等院校參加「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豁免香港學生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
地區及臺灣省學生入學考試」（簡稱「聯招考試」），並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
^  不設名額限制。2017-18計劃年度約有4 700名學員參加計劃。

內地升學△

外地升學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 (SSSDP)



主要特點
• 資助每屆約3 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指定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約2 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指定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課程，以培育切合
本港社會及經濟需要的人才

• 資助計劃由2018/19學年開始恆常化，資助學士學位學額由每屆約1 000名增加至約
3 000名。

• 2018年施政報告公布，政府由2019/20學年開始擴大資助計劃的資助範圍，資助每屆
約2 000名學生修讀指定的自資副學位課程。

目的
• 善用自資界別的供應，增加資助學額

• 為急需及殷切需要人力資源的特定行業培育人才

• 鼓勵自資教育界別開辦選定範疇的課程，以配合香港的社會和經濟需要

• 支援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可持續發展，以便與教資會資助界別相輔相成，開拓多元
化升學機會

8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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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指定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指定自資副學位課程

資助年期 整個正常修業期,
即4至5年

整個正常修業期,
即2年

資助金額
(2019/20學年)

非以實驗室為本課程:
每年最高資助額為
港幣41,700元

以實驗室為本課程:
每年最高資助額為
港幣72,800元

非以實驗室為本課程:
每年最高資助額為
港幣20,850元

以實驗室為本課程:
每年最高資助額為
港幣36,400元

3



指定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參與院校及課程 (2019／20學年入學)

參與院校 課程範疇 資助學額

明愛專上學院 創意工業、護理 390

珠海學院 建築及工程、電腦科學 160

香港恒生大學 電腦科學、金融科技、保險、
物流

335

香港公開大學 電腦科學、創意工業、
金融科技、護理、物流、
運動及康樂、檢測及認證、
旅遊及款待

1 150

東華學院 護理 510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建築及工程、電腦科學、
創意工業、運動及康樂、
旅遊及款待

691

合共: 十大範疇 3 236

4



指定自資副學位課程

參與院校及課程 (2019／20學年入學)

參與院校 課程範疇 資助學額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創意工業、護理、旅遊及款待 300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
何鴻燊社區書院

護理、運動及康樂、
旅遊及款待

760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電腦科學、創意工業、
運動及康樂、旅遊及款待

320

香港公開大學
(包括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建築及工程、創意工業、
護理、旅遊及款待

440

東華學院 護理 200

青年會專業書院 旅遊及款待 30

合共: 六大範疇 2 0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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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報讀資助計劃下
指定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報讀資助計劃下
指定自資副學位課程

應屆聯招
申請人

• 必須透過聯招申請
• 不可以透過非聯招方式向

院校重複申請
• 不會有機會候補資助計劃

下的資助課程

• 直接向院校申請(或透過E-
APP申請)

非應屆聯
招申請人

• 院校只會在經聯招收生後，
仍有剩餘資助學額的情況
下考慮他們資助學位的申
請

• 直接向院校申請

收生限制 • 被錄取的非應屆聯招申請
人人數不得多於指定課程
最高資助學額的10%

• 非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5
科考獲第2級或以上成績的學
生或非持有毅進文憑的學生，
取錄人數不得多於指定課程
最高資助學額的40%

6



資助計劃網頁 (www.cspe.edu.hk/SSSDP)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7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
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主要特點
• 由2017/18學年起，政府向修讀香港合資格院校開辦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本地及非本地

自資首年學士學位及銜接學位課程的合資格學生(不包括已入讀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
計劃資助學位的學生)提供免入息審查資助

•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是行政長官於2017年7月公布的多項支持優質教育的優先措施之一

資格及準則
• (1) 如報讀合資格的自資首年學士學位課程，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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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2) 如報讀合資格的自資銜接學位課程，須具有副學位資歷（即修畢相關的經本地評審副學
位課程）

資助金額及安排
• 將資助整個正常修業期

• 2019/20學年每年最高港幣31,300元

• 只須繳付扣除資助金後的學費，資助金會於學生的正常修業期內經參與資助計劃的專上院
校發放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2019/20 學年，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將涵蓋以下16間院校所提供約300個全
日制經本地評審本地及非本地自資首年學士學位及銜接學位課程：

參與院校（2019／20學年）（截至2019年4月）

明愛專上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

明德學院 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香港分校

珠海學院 香港恒生大學

宏恩基督教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包括李嘉誠專業進
修學院）

港專學院 東華學院

香港藝術學院 職業訓練局轄下的才晉高等教育學
院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高等教育科
技學院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耀中幼教學院

資助計劃網頁 (www.cspe.edu.hk/nmtss)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Concourse)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Concourse)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於2013年設立
的首個為整個自資專上教育界別而設
立的網上資訊平台
(www.cspe.edu.hk)

 提供全面及綜合性的資料及數據
包括相關政策、政府支援措施、
質素保證措施、畢業生的多元出路

 各自資院校的簡介，如校園設施、
課程報名及收生安排、支援服務、
獎學金及活動、預計收生學額、
過去的收生成績以及相關統計數據等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
(iPASS)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 (iPASS)

 提高界別的透明度，讓市民更容易獲得課程資訊

 iPASS(www.ipass.gov.hk)可搜尋各間專上院校於
2019/20學年提供聯招以外全日制經本地評審高
級文憑、副學士和學士學位課程的資料

 亦提供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
助的全日制高年級學士學位課
程資料，以及自資銜接學位課
程資料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適用於所有參加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

 預先報讀聯招以外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副學士及學
士學位課程的網上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www.eapp.gov.hk)

 當中包括大部分「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下的合資格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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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學年參與E-APP的專上院校名單（截至2019年4月）

1.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2. 明愛社區書院
3. 明愛專上學院
4. 珠海學院
5. 香港城巿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6. 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 香港伍倫貢學院
7. 宏恩基督教學院
8. 港專學院
9.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

書院
10. 香港藝術學院(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
11. 香港浸會大學及其下的電影學院、國際學

院和持續教育學院
12.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13.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14.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15. 香港樹仁大學

16.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17. 薩凡納藝術設計(香港)大學有限公司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Inc.
18.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19. 香港教育大學 (只包括自資課程)
20. 香港恒生大學
21.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22.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23.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24. 東華學院
25.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知專

設計學院/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26. 耀中幼教學院
27. 青年會專業書院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E-APP 運作流程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使用E-APP的好處
一站式網上服務，過程簡單快捷

只需填妥一份申請表

在文憑試成績公布前，申請人有機會獲得院校的
有條件取錄／暫取錄資格

文憑試成績公布當天直接將申請人的文憑試成績
轉交院校，讓院校可儘快確認取錄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2019/20學年E-APP專上院校課程資料（截至2019年4月）

學習範疇
課程數目

副學位 學士學位

人文科學 11 1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19 7

工程及科技 19 3

服務 40 1

法律 3 0

社會科學 32 15

建築及城市規劃 5 0

商業及管理 72 29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2019/20學年E-APP專上院校課程資料（截至2019年4月）

學習範疇
課程數目

副學位 學士學位

教育 12 3

理學科 18 1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25 1

語言及相關科目 33 13

醫科、牙醫學及健康科學 27 4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31 16

合共 347 94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E-APP申請限期
 分兩輪申請期

 首輪申請
(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5月14日)

 次輪申請
(2019年5月21日至6月30日)

注意：部分院校或因應收生安排，提前停止接受E-APP申請。
同學應留意院校安排。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2019 報名及收生安排



2019 報名及收生安排

 預先透過E-APP報名，可能取得有條件取錄/暫取錄資格
 大部分聯招以外的專上院校共同訂立繳付留位費期限，即

放榜後第4個工作天（2019年7月15日）
 大部份聯招以外的院校同意把留位費定於港幣5,000元或

以下
 如申請人經聯招正式遴選或補選獲教資會資助的全日制學

士學位或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取錄，可按個
別院校安排申請退還留位費

 聯招以外課程收取首期學費的期限將不早於聯招正式遴選
結果公布之後的一日（2019年8月6日）



2019報名及收生安排(續)

 Concourse網站已列載2019/20學年各院校預計
收生人數
https://www.cspe.edu.hk/resources/pdf/tc/Planned_i
ntake.pdf

 收生安排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s://www.cspe.edu.hk/resources/pdf/tc/2019%20
Application%20and%20Admission%20Info%20(Chi)
%20(For%20JUPAS%20Applicants).pdf



升學小貼士

 及早預備，留意升學資訊

 可透過E-APP報名

 不應待截止當日才報名，以免因互聯網線路

繁忙而錯過限期

 可查閱資歷名冊課程有否經評審

(www.hkqr.gov.hk)

 重要日程



重要日期

日期 重要事項
2019 5月14日 E-APP首輪申請截止日期

5月21日 E-APP次輪申請開始

6月30日 E-APP次輪申請截止日期

7月10日* 考評局公布2019年文憑試成績

8月5日* 聯招公布參加2019年文憑試申請人的正式遴選結果

*確實公布日期請瀏覽考評局及聯招網站。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