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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上述收生程序同時適用於︰ 

          2.1 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之本地申請人；及 

          2.2 持其他學歷之本地申請人，包括 IBDP、GCE A-Level 等國際學歷。 

註 3.  如申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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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至 2019 年 5 月，共三頁 

香港恒生大學 

自資學士課程收生安排 (一年級入學) 

欲領取有條件取錄之本地申請人 

 

 
2019年7月10日 (星期三) 

下午4時前 
請親臨恒大沙田校園遞交中學文憑試成績單及有條件取錄信。 

2019年7月15日 (星期一) 

中午12時前 
繳交不獲退還及不可轉換之港幣$5,000 留位費*。 

      ‧已透過 E-APP / 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報名之本地申請人   

      ‧未報名之本地申請人 

 

 

2019年7月10日 (星期三) 至 

2019年7月13日 (星期六) 

1.  請親臨恒大沙田校園遞交中學文憑試成績單 / 入學申請； 

2.  新報名之申請人須繳交報名費 (每個課程港幣$100)； 

3.  未完成課程考核之申請人獲安排即場筆試 / 面試 (一般於星期一至五進行)； 

4.  申請人有機會即場獲發首輪取錄。 

2019年7月15日 (星期一) 

中午12時前 
獲首輪取錄之申請人繳交不獲退還及不可轉換之港幣$5,000 留位費*。 

2019年7月15日 (星期一) 起 

1. 獲發後補取錄之申請人將收到電郵及電話信息(SMS) 通知；                              

2. 申請人須於翌日親臨恒大沙田校園領取取錄信，同時繳交不獲退還及 

    不可轉換之港幣$5,000 留位費*。 

註 1. 如申請人未符合有條件取錄信之入學要求，但達到最低入學要求 (即 33222)，請親臨恒大沙田校園遞交 

        中學文憑試成績單，恒大將重新考慮其申請。  

收生中心開放日期及時間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行善里香港恒生大學 

開放日期 2019年7月10日至8月31日，或學額派發完畢為止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9 時至中午 12 時 30分 及 下午2 時至4 時 

星期六           上午9 時至中午 12 時 (只限7月13日) 

https://registration.hsmc.edu.hk/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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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車處及班次 

 

 

 免費穿梭巴士 

  恒大將於文憑試放榜當日安排免費穿梭巴士接載申請人及家長到恒大沙田校園辦理入學申請手續。 

 * 本地申請人退還留位費程序  

退款資格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人不得退還港幣$5,000 留位費，除非： 

1.  申請人已獲恒大取錄入讀 2019/20 學年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一年級，並已繳交留位費；但 

2.  最後選擇入讀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JUPAS) 取錄之：   

     2.1 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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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可由 2019 年 8 月 5 日起，透過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申請退款。 

2.  退款詳情將列印於「新生重要須知」，並隨取錄信派發。 

3.  恒大收到完整申請資料及所需證明文件後始處理申請。 

4.  合資格申請人必須於以下限期前向恒大提出申請： 

 獲聯招正式取錄資格之申請人-----------------------2019 年 8 月 7 日  中午 12 時前  

 獲聯招根據覆核成績重新考慮入學之申請人-----2019 年 8 月 19 日中午 12 時前  

 獲聯招補選取錄資格之申請人-----------------------2019 年 8 月 21 日中午 12 時前  

5.  退款將扣除行政費港幣$500。 

6.  逾期申請，恕不受理。 

註 4. 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等大專院校提供的課程均屬自資課程，該等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均 

        不符合退款資格。申請人可瀏覽  www.ipass.gov.hk 了解個別課程資訊。 

屯門 / 元朗 / 天水圍候車處 
總站︰浸信會永隆中學 (屯門河興街6A大興花園第二期) 

分站︰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屯門安定邨)  

葵青 / 荃灣候車處 
總站︰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青衣牙鷹洲街12號) 

分站︰裘錦秋中學 (葵涌)  (葵涌安捷街1-11號)  

港島南區候車處 
總站︰嘉諾撒培德書院 (香港仔貝璐道200號) 

分站︰黃竹坑香葉道上落客區 (近黃竹坑港鐵站及小巴 4M 線總站) 

日期 2019年7月10日 (星期三)  

總站開出時間 上午9:00 至上午11:00，大約每半小時一班 

http://www.ipas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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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 年 5 月 11 日之前透過 E-APP / 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報讀「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學位課程」之申請人 

 

 

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學位課程最新安排 

            ‧於 2019 年 5 月 11 日或以後報名之本地申請人   

             ‧未報名之本地申請人 

 

   1. 請透過 E-APP 或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報讀以上獨立課程。 

  2. 入學要求、獎學金及政府學費資助等安排將維持不變。 

1. 請盡快登入恒大網上入學申請系統改選以上其中一個課程，取代已報名之「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學位課程」。 

2. 是次改選不會收取額外報名費。 

3. 申請人無須因改選以上課程而參與額外入學考核。 

4. 完成改選之後，系統將顯示已更新的課程名稱。 

5. 如申請人已獲發「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學位課程」之有條件取錄信，當完成改選之後，系統會自動將有條件 

    取錄信更新為已改選之課程。如申請人符合有關入學要求，請攜同已更新之有條件取錄信及文憑試成績單於 

    2019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三)下午 4 時前親臨恒大領取正式取錄信。 

 教育局已批准「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學位課程」於2019 / 20學年開始改以下列獨立課程招收一年級生︰ 

 1. 金融及銀行學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 

 2. 市場學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 

 3. 專業會計學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 

 課程現已接受報名，申請人請按以下指示申請或改選相關課程。 

入學查詢 
 

電話 ︰(852) 3963-5555                                                     電郵  ︰ugadmission@hsu.edu.hk 

傳真 ︰(852) 3963-5553                                                     網頁 ︰www.hsu.edu.hk 

工商管理課程查詢 
 

金融及銀行學查詢電郵 ︰eaf@hsu.edu.hk    市場學查詢電郵  ︰mkt@hsu.edu.hk               

專業會計學查詢電郵 ︰acct@hsu.edu.hk    商學院網頁  ︰https://sbus.hsu.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