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恒生大學
自資學士課程招生程序 (一年級入學)1, 2, 3
(此程序更新至 2021 年 7 月 5 日，請瀏覽教務處網頁了解最新資訊。)
(一) 已獲「有條件取錄」

程序一、申請人須登入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確認有條件取錄 / 要求重新考慮；
程序二、上載及輸入公開考試成績；
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下午4時前

程序三、達到要求之申請人於收到電郵及電話訊息 (SMS)確認後，下載取錄信、
新生重要須知及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詳情等文件；
未達要求之申請人有機會收到電郵及電話訊息 (SMS) 通知取錄結果。

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中午12時前

程序四、按繳費通知書上列明的繳費方法，於限期前繳交港幣5,000元留位費^。

程序一︰網上確認有條件取錄 (2021年7月21日下午4時前)

達到要求
登入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點擊「進度 (Progress)」內之
「確認有條件取錄 (Claim Conditional Offer)」。

未達要求
登入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點擊「進度 (Progress)」內之
「要求重新考慮 (Request Reconsideration)」。
如獲取錄，申請人將收到電郵及電話訊息 (SMS)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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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恒生大學
自資學士課程招生程序 (一年級入學)1, 2, 3
(此程序更新至 2021 年 7 月 5 日，請瀏覽教務處網頁了解最新資訊。)
(一) 已獲「有條件取錄」(續前頁)

程序二︰上載成績單 (2021年7月21日下午4時前)
按系統指示，點擊「上載 (Upload)」以上載指定

文件，例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通知書之完整
副本，請確保上載文件︰
1. 清楚顯示考生姓名、各科成績等資料
2. 使用A4尺寸
3. 使用Adobe PDF格式

程序三︰收到電郵及SMS後下載取錄信
- 達到要求之申請人收到電郵及SMS確認取錄後，

請登入系統下載正式取錄信、新生重要須知、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申請程序等文件，請點擊︰
- 按此下載取錄詳情 (Click to view offer)」
- 新生重要須知 (Important Notes to New Students)
-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網上申請程序
(NMTSS Application Procedures)
- 未達要求之申請人有機會收到電郵及SMS通知
取錄結果，文件下載程序同上。

程序四︰繳交留位費^(2021年7月26日中午12時前)
- 點擊「學費 (Student Fee)」以下之「其他付款
方法 Other payment methods」下載繳費通知書；
- 請按通知書上列明的繳費方法，
於限期前繳交港幣5,000元留位費^；
- 申請人須上載付款證明以作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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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恒生大學
自資學士課程招生程序 (一年級入學)1, 2, 3
(此程序更新至 2021 年 7 月 5 日，請瀏覽教務處網頁了解最新資訊。)
(二) 已透過 E-APP / 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報名
(三) 未報名之本地申請人

程序一、申請人須親臨恒大沙田校園遞交中學文憑試成績 / 入學申請；

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至
2021年7月24日 (星期六)

程序二、新報名之申請人須繳交報名費 (每個課程港幣100元)；
程序三、按課程要求，部分申請人須參與即場筆試 / 面試；
程序四、申請人有機會即場獲發首輪取錄，並收到取錄信、新生重要須知及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申請程序等文件。

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程序五、獲首輪取錄之申請人，須按繳費通知書上列明的繳費方法，於限期前
繳交港幣5,000元留位費^。

中午12時前
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起

公布首輪取錄結果後，考生仍可透過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或親臨恒大沙田校園

(至學位甄選程序完畢為止)

申請後補取錄。

上述本地申請人請帶備以下物品，親臨恒大校園處理入學申請
1. 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及副本；
2. 公開考試成績通知書正本及副本，例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通知書，或SMS文憑考試成績通知；
3. 中五至中六校內成績表正本及副本；
4. 報名費 (每個課程港幣100元正，建議現金繳費)；
5. 留位費 (港幣5,000元正，可即場以現金或劃線支票繳費；
請參考隨取錄信派發之繳費通知書了解截止繳費日期、支票抬頭、其他繳費方法等詳情)；
6. 文具，例如原子筆。

恒大校園開放詳情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行善里香港恒生大學

開放日期

2021年7月21日至8月31日，或至學位甄選程序完畢為止

開放時間

防疫措施

星期一至五

上午9 時至中午 12 時、下午2 時至4 時

星期六

上午9 時至中午 12 時 (只在2021年7月24日開放)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所有進入校園人士必須量度體溫、配帶口罩及填寫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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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退還留位費程序
退款資格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人已繳付之港幣 5,000 元留位費將不能退還，亦不可轉換至其他課程或其他申請人。
如本地申請人欲申請退還留位費，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本地申請人已接納恒大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一年級 (2021 年 9 月入學) 的取錄資格，並已繳交留位費；但
2. 最後選擇接納以下經聯招 (JUPAS) 公佈的課程取錄資格 4，並已繳交該課程之留位費：
2.1 教資會資助 (UGC-funded) 學士學位課程一年級；或

2.2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資助學士學位課程一年級。

網上退款安排
1. 本地申請人可由 2021 年 8 月 12 日起，透過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申請退款。
2. 退款安排詳列於「新生重要須知 (Important Notes)」，並隨取錄信派發；申請人亦可透過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下
載。
3. 恒大收到完整申請資料及所需證明文件後始處理申請；資料不全，恕不受理。
4. 合資格申請人必須於以下限期前向恒大提出申請；逾期申請，恕不受理：
4.1 獲聯招正式取錄資格之申請人---------------------------2021 年 8 月 16 日

中午 12 時前

4.2 獲聯招根據覆核成績重新考慮入學之申請人---------2021 年 8 月 30 日

中午 12 時前

4.3 獲聯招補選取錄資格之申請人---------------------------2021 年 9 月 1 日

中午 12 時前

5. 退款將扣除港幣 500 元行政費。

一般資料
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 https://registration.hsu.edu.hk/oap2021s1/index.php

恒大入學資訊站

︰ https://admissionportal.hsu.edu.hk/

查詢電郵

︰ ugadmission@hsu.edu.hk (歡迎透過電郵查詢)

查詢電話

︰(852) 3963 5555

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恒大入學資訊站

註 1. 此簡章列明之收生程序同時適用於︰
持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之本地申請人；及持 IBDP、GCE A-Level、SAT 等國際學歷之本地申請人。
註 2. 此簡章列明之日期及安排或有修改，請瀏覽教務處網頁了解最新資訊。
註 3. 申請人如未能親臨恒大沙田校園遞交入學申請，請盡快完成網上報名手續，並上載身份證明文件及成績單至
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恒大收到完整申請資料及報名費後將處理其申請及發放取錄通知。
註 4. 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院校提供的自資課程並不符合退款資格。請瀏覽 www.ipass.gov.hk 了解課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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