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你加入

PolyU HKCC 2020/21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新生指南：註冊及入學資訊

院長的話

親愛的同學：

歡迎你加入PolyU HKCC！未來兩年，我們將會陪伴你朝著升讀大學的目標進發，助你圓夢！

相信你也有留意到，PolyU HKCC 2019年畢業生的升學率達88.4%，十七年平均升學率為82.2%。或許你會問：「我也有這麼大的 
機會嗎？」誠然，PolyU HKCC能夠為你提供優質課程、優良師資、設備完善的校園、豐富的學生發展活動，以及與香港理工
大學和多間本地及海外大學的升學銜接安排，特別是PolyU HKCC與同屬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CPCE）轄下的專業進修
學院（SPEED）合作提供的CPCE「2+2」理大審批學士學位途徑，更是在你入讀PolyU HKCC之時，已為你作出的升學安排。
然而，打開PolyU 升學之門的鑰匙，主要在你的手中。

因此，你入讀PolyU HKCC之後，努力學習之餘，也要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從而加強人際關係技巧及領導能力，豐富人生歷練。
這些寶貴經驗對你將來參加大學入學面試有很大幫助。

只要你用心學習，PolyU HKCC的老師一定盡心竭力助你展翅高飛！只要你努力不懈，我深信你也可
以像PolyU HKCC過往82.2% 的畢業生一樣，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我熱切期待今年9月在PolyU HKCC的開學禮上與你見面！

香港專上學院院長
梁德榮博士

查詢

香港專上學院

理大紅磡灣校園 香港九龍紅磡紅樂道8號

理大西九龍校園 香港九龍油麻地海庭道9號

香港專上學院為香港理工大學附屬機構，是一間非牟利擔保有限公司。

熱線 ： (852) 3746 0123
傳真 ： (852) 2994 8721
電郵 ： ccoffice@hkcc-polyu.edu.hk  
網址 ： www.hkcc-polyu.edu.hk

2019年HKCC畢業生升學情況
經Non-JUPAS途徑亦可以四年時間取得UGC學士學位

畢業生升讀以下院校 ：

升學者中入「八大」

82.2％頒授學位課程佔
包括自資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880 名 (29.9%)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396 名 (13.4%)

  香港大學：67 名 (2.3%)

  香港中文大學：158 名 (5.4%)

  香港科技大學：122 名 (4.1%)

  香港城巿大學：475 名 (16.1%)

  香港浸會大學：183 名 (6.2%)

  嶺南大學 ：37 名 (1.3%)

  香港教育大學：104 名 (3.5%)

  香港公開大學：154 名 (5.2%)

  香港樹仁大學：59 名 (2.0%)

  香港恒生大學：229 名 (7.8%)

  其他本地院校：41 名 (1.4%)

  在香港修讀海外大學課程：15 名 (0.5%)

  往外地升學 ：27 名 (0.9%)

畢業生人數 3,919

回覆畢業生調查人數 3,334

回覆率 85.1%

升讀學士學位課程人數 2,947

整體升學率 88.4%

其中政府資助課程佔 66.6%

其中八大本地院校頒授學位課程佔 82.2%

資料來源：2019年HKCC畢業生升學調查（截至2019年10月的數字）

88.4%
2019升學率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



院長的話

親愛的同學：

歡迎你加入 PolyU HKCC ！未來兩年，我們將會陪伴你朝著升讀大學的目標進發，助你圓夢！

相信你也有留意到，PolyU HKCC 2019 年畢業生的升學率達 88.4%，過去十年平均升學率為 84.2%。或許你會問：「我也有這
麼大的機會嗎？」誠然，PolyU HKCC 能夠為你提供優質課程、優良師資、設備完善的校園、豐富的學生發展活動，以及與香
港理工大學和多間本地及海外大學的升學銜接安排，特別是 PolyU HKCC 與同屬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CPCE）轄下的專
業進修學院（PolyU SPEED）提供的 CPCE「2+2」理大審批學士學位途徑，更是在你入讀 PolyU HKCC 之時，已為你作出的
升學安排。然而，打開 PolyU 升學之門的鑰匙，主要在你的手中。

因此，你入讀 PolyU HKCC 之後，努力學習之餘，也要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從而加強人際關係技巧及領導能力，豐富人生歷練。
這些寶貴經驗對你將來參加大學入學面試有很大幫助。

只要你用心學習，PolyU HKCC 的老師一定盡心竭力助你展翅高飛！只要你努力不懈，我深信你也可
以像 PolyU HKCC 過往十年 84.2% 的畢業生一樣，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我熱切期待今年 9 月在理大紅磡灣校園和西九龍校園與你見面！

香港專上學院院長
梁德榮博士

隨「新生指南」夾附：

PolyU SPEED 為你而設的「有條件取錄計劃」資料

在辦理入學的階段，假如你希望知道多一些有關課程的資料，請隨時與課程相關講師聯絡。他們樂於與你分享HKCC這個大家庭的一切資訊。

有問題？需要幫忙？想知多一點？

應用社會科學課程
應用社會科學
副學士 
8C111-NS

 黃安安 On-on  何穎宜 Ruby 

 3746 0106  3746 0616

 onon.wong@cpce-polyu.edu.hk  ruby.ho@cpce-polyu.edu.hk

應用社會科學
副學士 

（心理學） 
8C111-PSY

 譚雪欣 Suet-yan  羅安庭 On-ting

 3746 0412  3746 0299

 suetyan.tam@cpce-polyu.edu.hk  onting.lo@cpce-polyu.edu.hk

應用社會科學
副學士 

（社會學及文化） 
8C111-SC

 吳琼秀 Sylvia  林培元 Keith 

 3746 0153  3746 0892

 kingsau.ng@cpce-polyu.edu.hk  keith.lin@cpce-polyu.edu.hk

應用社會科學
副學士 

（社會政策及
行政）  
8C111-SPA

 陳曙峰 Thomas  李峻嶸 Wing 

 3746 0411  3746 0305 

 thomas.cf.chan@cpce-polyu.edu.hk  cw.lee@cpce-polyu.edu.hk

社會工作 
高級文憑 
8C123

 許�鳳娟 Christine  陳秋蓮 Charlie

 3746 0410  3746 0642

 fk.hui@cpce-polyu.edu.hk  charlie.chen@cpce-polyu.edu.hk

人文及傳意課程
文科副學士 
8C110-AA

 楊康婷 Joyce  留金騰 Kam-tang

 3746 0304  3746 0509
 ht.yeung@cpce-polyu.edu.hk  kt.lau@cpce-polyu.edu.hk 

中英語文 
傳意副學士 
8C110-BC

 郭震東 Tony  潘鳳芹 Cecilia

 3746 0225  3746 0400
 tony.kwok@cpce-polyu.edu.hk  cecilia.pun@cpce-polyu.edu.hk

中國語言及 
文學副學士 
8C110-CLL

 趙咏冰 Estella  朱寶盈 Po-ying

 3746 0615  3746 0276
 yongbing.zhao@cpce-polyu.edu.hk  poying.chu@cpce-polyu.edu.hk

專業傳意英語
副學士 
8C110-EPC

 陳嘉玲 Zoe  呂雅君 Emily

 3746 0227  3746 0475
 zoe.chan@cpce-polyu.edu.hk  emily.lui@cpce-polyu.edu.hk

語文及文化 
副學士 
8C110-LC

 文愛娟 Ivy  岑靜雯 Olivia

 3746 0431  3746 0643
 ivy.man@cpce-polyu.edu.hk  olivia.shum@cpce-polyu.edu.hk 

公關傳訊 
副學士  
8C110-PR

 楊貽璐 Ada  潘康泰 Nathan

 3746 0108  3746 0420
 ada.young@cpce-polyu.edu.hk  nathan.phua@cpce-polyu.edu.hk

翻譯及傳譯 
副學士  
8C110-TI

 邱淑瑩 Shirley  吳偉文 Raymond

 3746 0298  3746 0426
 shirley.yau@cpce-polyu.edu.hk  lcraymond.ng@cpce-polyu.edu.hk

科技課程
健康學副學士 
8C106

 陳寶然 Lorena  陳凱萱 Gabriel

 3746 0343  3746 0172
 lorena.chan@cpce-polyu.edu.hk  gabriel.chan@cpce-polyu.edu.hk

 吳秀儀 Sally  傅翠玉 Idy  

 3746 0644  3746 0341
 sally.ng@cpce-polyu.edu.hk  idy.fu@cpce-polyu.edu.hk 

理科副學士 
8C112-AS

 陳鳳鳴 Wendy  王凱珊 Carrie

 3746 0182  3746 0300
 wendy.fm.chan@cpce-polyu.edu.hk  carrie.wong@cpce-polyu.edu.hk

 趙宏健 Oscar  

 3746 0413  
 oscar.chiu@cpce-polyu.edu.hk 

工程學副學士 
8C112-ENG

 盧志恒 Kenneth  余富榮 Fu-wing

 3746 0101  3746 0416
 kennethch.lo@cpce-polyu.edu.hk  fuwing.yu@cpce-polyu.edu.hk

 張興強 HK  

 3746 0345  
 hk.cheung@cpce-polyu.edu.hk  

資訊科技 
副學士 
8C112-IT

 曾卓勤 Ken  邵漢新 Sun

 3746 0435  3746 0302
 ken.tsang@cpce-polyu.edu.hk  honsun.chiu@cpce-polyu.edu.hk

 陳碧華 Pat  

 3746 0470  
 pat.chan@cpce-polyu.edu.hk 

統計及數據 
科學副學士 
8C112-SDS

 關進傑 Wilson  何維東 Wai-tung

 3746 0258  3746 0307
 wilson.kwan@cpce-polyu.edu.hk  wai.tung.ho@cpce-polyu.edu.hk

機械工程 
高級文憑 
8C118

 周健強 KK  莫興東 Hing-tung 

 3746 0407  3746 0340
 kk.chow@cpce-polyu.edu.hk  ht.mok@cpce-polyu.edu.hk

飛機服務工程
高級文憑 
8C122

 吳新培 Zerance  衛漢華 Hon-wah 

 3746 0167  2766 4293
 zerance.ng@cpce-polyu.edu.hk  honwah.wai@polyu.edu.hk

 林景昌 Antony   

 3746 0894  
 antony.lam@cpce-polyu.edu.hk 

工商業課程
工商業副學士 
8C108-NS  梁文怡 Sherry  陳佩儀 Eunice 

 3746 0338  3746 0424
 sherry.leung@cpce-polyu.edu.hk  eunice.chan@cpce-polyu.edu.hk

 趙燕琼 Fione 

 3746 0309
 fione.chiu@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會計） 

8C108-ACC
 胡淑媜 Arison  魏仕娥 Barbara 

 3746 0618  3746 0219  
 arison.woo@cpce-polyu.edu.hk  barbara.ngai@cpce-polyu.edu.hk

 何凱燕 Pauline  鄭名杰 Jason 
 3746 0498  3746 0171
 pauline.ho@cpce-polyu.edu.hk  jason.cheng@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商業管理） 

8C108-BM

 鄺偉文 Raymond  陳佩玲 Ada
 3746 0234  3746 0213
 raymond.kwong@cpce-polyu.edu.hk  ada.chan@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金融） 

8C108-FIN

 潘金玲 Jandia  彭欣儀 Yanny

 3746 0348  3746 0432
  jandia.poon@cpce-polyu.edu.hk  yanny.pang@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酒店管理） 

8C108-HM

 蘇翠盈 Angel  曾詠詩 Lancy

 3746 0308  3746 0638
 angel.so@cpce-polyu.edu.hk  lancy.tsang@cpce-polyu.edu.hk

 林千華 Rachel  盧小琴 Jamie 

 3746 0132  3746 0189
 rachel.lam@cpce-polyu.edu.hk  jamie.lo@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 
8C108-HR

 陳艾敏 Ivy  何靜思 Jessie 

 3746 0150  3746 0107
 ivy.chan@cpce-polyu.edu.hk  jessie.ho@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國際商業） 

8C108-IB

 周寶健 Jack  周育霆 Hester 

 3746 0342  3746 0649
 jack.chow@cpce-polyu.edu.hk  hester.chow@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物流及供應

鏈管理） 
8C108-LM

 戴志樂 Andy  劉銳業 Joseph 

 3746 0319  3746 0648
 andy.tai@cpce-polyu.edu.hk  yuiyip.lau@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市場學） 

8C108-MK

 沈嘉敏 Carmen  梁國偉 William

 3746 0125  3746 0429
 carmen.sum@cpce-polyu.edu.hk  williamkw.leung@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旅遊管理） 

8C108-TM
 陳文亮 Benny  劉恩臨 Chammy

 3746 0422  3746 0191
 benny.chan@cpce-polyu.edu.hk  chammy.lau@cpce-polyu.edu.hk

會展與項目管理 
高級文憑  
8C121-EM

 劉健威 Danny  何秀盈 Pamela
 3746 0248  3746 0264
 danny.lau@cpce-polyu.edu.hk  pamela.ho@cpce-polyu.edu.hk

服務管理 
高級文憑 
8C121-SVM

 謝耀屏 Doreen  李樂民 Joseph 

 3746 0286  3746 0477
 doreen.tse@cpce-polyu.edu.hk  joseph.lee@cpce-polyu.edu.hk

設計學課程
設計學副學士 

（廣告設計） 
8C113-ADV

 洪光賢 Brian  
 3746 0409   
 brian.hung@cpce-polyu.edu.hk  

設計學副學士 
（環境及室內

設計） 
8C113-EI

 張海活 Hoi-wood  陳婉麗 Winnie 
 3746 0272  3746 0887 
 hoiwood.chang@cpce-polyu.edu.hk  winnie.chan@cpce-polyu.edu.hk

設計學副學士 
（視覺傳意） 

8C113-VC

 申念茵 Vera  
 3746 0271   
 vera.sun@cpce-polyu.edu.hk   



PolyU HKCC 新生入學重要日期

1

類別 重要日期 事項／手續 適用人士 頁數

繳交註冊
費及網上
確認繳費

7 月 27 日正午 12 時前 *
（入讀社會工作高級文憑的非
應屆文憑試申請人限期為 7 月 
2 日）

1.  繳交註冊費 HK$5,000^ 及
2.  登入網上系統 OAA 確認繳費
   （限期前必須繳費及網上確認繳費，否則作放棄學位論）

	    網上系統 OAA 確認繳費的功能將於 7 月 21 日晚上 7 時    
至 7 月 24 日晚上 7 時暫停

所有新生

2

入學註冊
程序 (1)
(步驟 1 及 2)

7 月 28 至 31 日 登入網上系統 OAA :
1. 輸入聯絡地址（只適用於 7 月 22 日或之後報名的申請人）
2. 上載註冊所需文件
3. 下載「新生註冊表格」和「修讀持續進修基金課程同意書」

及
4. 選擇中文科教學語言（粵語或普通話）及完成數學科問卷

調查

2

入學註冊
程序 (1)
(步驟 3)

繳交學費
及入學註
冊

7 月 29 至 30 日
申請延期繳交第一學期學費餘款

將申請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電郵至 ccreg@hkcc-polyu.edu.hk 有需要及符合
資格的新生

6

重要事項
第 ( 三 ) 條

7 月 31 日
核對學歷證明文件

帶備學歷文件正本及副本到理大紅磡灣校園註冊辦事處核對
學歷

只 適 用 於 持 非
文 憑 試 學 歷 的
申請人，或只於 
2012 至 2015 年
期 間 應 考 文 憑
試的申請人

2

入學註冊
程序 (1)
(步驟 4)

8 月 14 日下午 5 時前
繳交第一學期學費及網上確認 
繳費

1. 繳交第一學期學費餘款及
2. 登入網上系統 OAA 確認繳費

（限期前必須繳費及網上確認繳費，否則作放棄學位論）
（於網上系統 OAA 確認繳費後，系統會顯示你獲分配的註
冊日期及時間）

所有新生 3

入學註冊
程序 (2)
(步驟 1 及 2)

8 月 19 至 28 日
辦理註冊手續

依照獲分配的註冊日期及時間親臨理大紅磡灣校園註冊辦事
處辦理註冊手續

所有新生 ( 持非
文憑試學歷的
申請人除外 )

3

入學註冊
程序 (3)

申請退學
（及退還
註冊費）

8 月 17 日正午 12 時前 於網上系統 OAA「退學 (及退還註冊費)」網頁申請退學及／
或退款 ^

有需要及符合
資格的新生

7

重要事項
第 ( 六 ) 條

8 月 13 至 18 日 郵寄申請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至：
九龍紅磡紅樂道 8 號
理大紅磡灣校園 HKCC 註冊組

迎新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 參加迎新講座

(相關活動詳情，包括日期及時間，將於 8 月中旬以電郵通知 )
所有新生

其他

即日起至 7 月 27 日 
申請學生宿舍

申請學生宿舍 有需要的新生 8

開學前 1. 於「 我 的 政 府 一 站 通 」 網 頁 (www.gov.hk/mygovhk) 辦
理「 專 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 及「 專 上 學 生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 申 請（ 如 適 用 ）。 詳 情 瀏 覽 學 生 資 助 處 網 頁  
www.wfsfaa.gov.hk/sfo。

2. 非本地學生必須於 9 月 1 日前取得有效的學生簽證，否則
學籍會被取消。

有需要及符合
資格的新生

開學 9 月 7 日 2020/21 學年開始 所有學生

*  日期以「繳費通知單 — 2020/21 註冊費」上所列為準。教育局建議專上院校收取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同學的留位費／註冊費限期為 7 月 27 日正午 12 時，以便給予同學足夠時間考慮。

^ 請細閱本指南第 7 頁內重要事項第六條「申請退學（及退還註冊費，如適用）」所列明的退款事宜。

以上安排以 PolyU HKCC 網頁 (www.hkcc-polyu.edu.hk) 公布為準。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ccreg@hkcc-polyu.edu.hk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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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註冊程序 1 2 3

1

所有入學註冊事宜，必須

往理大紅磡灣校園辦理。

步驟 1

於 7 月 27 日 ( 星期一 ) 正午 12 時前 * 繳交註冊費 HK$5,000，並保留付款證明。付款方法，請參閱本指南第 4 頁。

步驟 2

繳交註冊費後，你必須於 7 月 27 日 ( 星期一 ) 正午 12 時前，登入網上系統 OAA (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確認繳付註冊費」網頁， 輸入
繳費資料，以確認你已繳費，否則將被視作尚未完成繳費程序及放棄學位論。

完成後，網上系統 OAA 會即時顯示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的資料（包括全新的八位數字「繳費單編號」及「應繳付金額」等），以及你於 8 月中旬
到本院辦理註冊手續的日期及時間 。

步驟 3

於 7 月 28 日至 31 日，登入網上系統 OAA，完成以下四個事項：

步驟 4

（只適用於持非文憑試學歷的申請人，或只於 2012 至 2015 年期間應考文憑試的申請人）

（只適用於 7 月 22 日或之後報名的申請人）

於 7 月 31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帶備以下文件到理大紅磡灣校園註冊辦事處辦理註冊手續：

a) 註冊費付款證明（正本須於 8 月中註冊時繳交）及香港身份證；

b) 已簽署的聲明書（即「取錄結果通知電郵」附件。凡於 2020 年 7 月 27 日未滿 18 歲的同學，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填妥聲明
書第二部分 —— 父母或監護人聲明）（正本須於 8 月中註冊時繳交）；及

c) 學生相片（須符合下列的特定相片規格） 。

相片規格
 •檔案必須為 JPEG 或 JPG 格式，少於 1MB
 • 尺寸不少於 768 像素（闊） X 1,024 像素（高）
 • 由頭頂至下顎的高度應佔相片整體高度的六成或以上
 • 頭頂須保留適當空間
 • 必須清楚顯示完整正面及面容特徵
 • 必須為彩色證件相（三個月以內）
 • 背景應為白色
 • 拍照時避免濃妝，不可戴上帽飾，亦不應穿著太深色或太淺色的衣服

1) 香港身份證（如非香港居民，請帶備護照及有效的學生簽證（如已獲發））；
2) 學歷證明文件正、副本，例如文憑試的成績單、文憑課程的畢業證書及成績表等；
3) 註冊費（及第一學期學費餘款，如已繳交）的付款證明，例如繳款收據正本或網上繳費紀錄；
4) 取錄通知書；
5) 已填妥的「新生註冊表格」；
6) 已填妥並簽署的「修讀持續進修基金課程同意書」；及
7) 已簽署的聲明書正本 （即「取錄結果通知電郵」附件。凡於 2020 年 7 月 27 日未滿 18 歲的同學，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填妥並簽署聲明書第

二部分 —— 父母或監護人聲明）。

a) 新生註冊表格
b) 修讀持續進修基金課程同意書
 填妥以上文件後，於 8 月中旬辦理註冊手續當日交回理大紅磡灣校園註冊辦事處。

a) 選擇中文科教學語言（粵語或普通話）
    本院必修科目之一的中文科分為粵語授課及普通話授課，你於入學時必須選擇其中一種教學語言。假如你選擇普通話，完成本院

課程後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時，可向所屬院校申請相關中文科的學分轉移或學科豁免（個別院校有權決定是否接納申請）；假如你
選擇粵語，視乎個別院校對入學學生語文能力的要求，你或須修讀相關的中文科。詳情可向你的課程統籌查詢。倘若你不作選擇，
你會被編入以普通話授課的班別。

b) 完成數學科問卷調查
 假如你的中學數學科是以中文授課，本院會為你提供免費的銜接課程，請提供相關資料，以便本院作適當安排。

事項（1） 於「查閱／更新個人資料或上載文件」頁面，輸入聯絡地址

事項（2） 於「確認繳付註冊費」頁面上載下列文件：

事項（3） 於「確認繳付註冊費」頁面下載下列文件：

事項（4） 於「確認繳付註冊費」頁面完成以下選項：

繳交註冊費，並確認繳費

你必須依時完成全部入學註冊程序，否則將被視為尚未完成註冊，有可能延誤入學。

 •以下相片並不符合規格：
  穿著校服
  影像並非位於相片正中
  眼鏡反光或遮擋眼睛
  頭髮遮擋眼睛或眉毛
  面部反光
  有陰影；太光或太暗
  有校印或污漬

*  日期以「繳費通知單 — 2020/21 註冊費」上所列為準。教育局建議專上院校收取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同學的留位費／註冊費限期為 7 月 27 日正午 12 時，以便給予同學足夠時間考慮。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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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於 8 月 14 日 ( 星期五 ) 下午 5 時前，繳交第一學期學費餘款，並保留付款證明。

請注意： 

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的繳費單編號及付款方法均與繳交註冊費的不同，請登入網上系統 OAA 查閱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的資料（「繳費單編號」及 
「應繳付金額」）。付款方法及詳情，請參閱本指南第 5 頁。

依照你獲分配的註冊日期和時間，親臨理大紅磡灣校園註冊辦事處辦理註冊手續及領取學生證。

辦理註冊手續時必須帶備以下文件：

1. 香港身份證（如非香港居民，請帶備護照及有效的學生簽證（如已獲發））；

2. 註冊費及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的付款證明，例如繳款收據正本或網上繳費紀錄；

3. 取錄通知書；

4. 已填妥的「新生註冊表格」；

5. 已填妥並簽署的「修讀持續進修基金課程同意書」；及

6. 已簽署的聲明書正本 （即「取錄結果通知電郵」附件。凡於 2020 年 7 月 27 日未滿 18 歲的同學，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填妥並簽署聲明書第
二部分 —— 父母或監護人聲明）。

請注意：如未能提供上述所有文件，本院將不能為你辦理註冊手續。

步驟 2

繳交第一學期學費餘款後，你必須於 8 月 14 日 ( 星期五 ) 下午 5 時前，登入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付第一學期學費餘款」頁面，輸入繳費資料，
以確認你已繳費，否則將被視作尚未完成繳費程序及放棄學位論，已繳交的註冊費將不獲退還。

完成後，網上系統 OAA 會再次顯示你於 8 月中旬到本院辦理註冊手續的日期及時間 。

a) 新生註冊表格
b) 修讀持續進修基金課程同意書
 填妥以上文件後，於 8 月中旬辦理註冊手續當日交回理大紅磡灣校園註冊辦事處。

繳交學費餘款，並確認繳費

辦理註冊手續

註冊完成， 

歡迎你正式成為 

PolyU HKCC 的一份子！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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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註冊費及第一學期學費餘款
所有課程的註冊費均為HK$5,000。第一學期學費餘款視乎課程而定，費用如下：

(二)  2020/21付款方法

同學必須於限期前，按繳費單上所列金額繳款， 切勿自行扣減HK$5000 。

課程名稱 第一學期學費餘款#

健康學副學士 HK$25,985 - $28,560

設計學副學士組合課程 HK$26,390 - $28,380

理科副學士及飛機服務工程高級文憑 HK$25,400 - $33,360

機械工程高級文憑和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HK$31,370 - $33,360

其他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 HK$25,400 - $27,390

# 金額已包括保證金HK$400、香港專上學院學生會會費HK$150及第一學期學費餘款（已扣除註冊費HK$5,000）。學費總額以同學所須修讀的學分計算， 
實際學費視乎所須修讀的科目而定，入學成績未達一定標準的新生，須修讀額外學分而繳交較高金額。非本地學生的學費與本地生不同，請參閱網頁及
繳費通知單。

重要事項

1.     註冊費 HK$5,000（繳款限期：7 月 27 日 ( 星期一 ) 正午 12 時前）

你可選擇以下其中一項方法繳交註冊費 (HK$5,000)：

方法  (1) 自動櫃員機繳費服務（ATM）

利用貼有「繳費服務」或「繳費易」標誌的恒生銀行、匯豐銀行或銀通 JETCO 自動櫃員機繳費：
步驟 a) ： 選擇「繳費服務」，  切勿以「轉賬」繳費  ；
步驟 b) ： 選擇「教育機構」及「香港理工大學」，再輸入賬單類別「01」；
步驟 c) ： 輸入八位數字的繳費通知單編號（格式為「4xxxxxxx」，請參閱「繳費通知單」）及「應繳付金額」（HK$5,000）；
步驟 d) ： 選擇支賬戶口；
步驟 e) ： 列印及保留繳費收據，在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費及輸入繳費參考編號，作為付款證明。

方法 (2) 繳費靈（PPS）

利用「繳費靈」網上繳費：
步驟 a) ： 開立「繳費靈」戶口 ——  如果你沒有「繳費靈」戶口，請先到就近的「繳費靈」終端機開立戶口；

步驟 b) ： 登記賬單 —— 登入繳費靈網上服務，選擇「登記賬單」，輸入「香港理工大學」的商戶編號「77」，然後輸入賬單號碼，即八位數字繳
費通知單編號（格式為「4xxxxxxx」，請參閱「繳費通知單」），再根據指示以手提電話號碼進行雙重認證；

步驟 c) ： 繳費 —— 完成登記賬單後，按「繳款」進行繳費；輸入「應繳付金額」（HK$5,000）及付款日期；
步驟 d) ： 列印／儲存附有付款編號的確認畫面，在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費及輸入繳費參考編號，作為付款證明。

你亦可利用「繳費靈」電話服務繳費，詳情請參閱www.ppshk.com。

方法 (3) 網上銀行服務

在第5頁備註(iii)所列出之網上銀行服務繳費：
步驟 a) ： 登入所屬的網上銀行及選擇「繳付賬單」；
步驟 b) ： 於「新增商戶」選擇「教育機構」及「香港理工大學」；再選擇賬單類別「01」；
步驟 c) ： 輸入賬單號碼，即八位數字的繳費通知單編號（格式為「4 xxxxxxx」，請參閱「繳費通知單」）；
步驟 d) ： 輸入「金額」（HK$5,000）、付款日期及選擇支賬戶口；
步驟 e) ： 列印／儲存附有參考編號的確認畫面，在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費及輸入繳費參考編號，作為付款證明。

方法 (4) 7-11便利店繳費服務（只適用於7月15日或之前獲直接取錄者）

於全港任何一間7-11便利店利用24小時繳費服務，以現金繳費。繳費時請出示「繳費通知單」。完成繳費後，核對繳費收據上的繳費資料。保留繳
費收據，在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費及輸入繳費參考編號，作為付款證明。

方法 (5) 現金／劃線支票（只限「有條件取錄」者及於恒生銀行櫃位付款）

若你獲「有條件取錄」，並欲以現金／劃線支票繳費，你需先以電郵向本院索取銀行入數紙，然後到恒生銀行櫃位繳費：

步驟 a) ： 於7月23日或之前，將姓名（與香港身份證相符）及申請編號 （20xxxxxxA）電郵至：ccreg@hkcc-polyu.edu.hk，標題註明「索取銀行入數
紙」。本院將最遲於7月24日把入數紙（PDF檔）發送到你的電子郵箱。

步驟 b) ： 請自行列印入數紙(請列印在空白的A4紙上)，並於繳費限期前到任何一間設有櫃位服務的恒生銀行，以現金／劃線支票繳費。劃線支票
抬頭為「香港理工大學」，於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申請編號 （20xxxxxxA）。

     切勿使用自助入票機付款或把支票放入支票收集箱內。 

   如支票未能兌現，你必需立刻通知本院，並須在一個工作天內繳付註冊費，你亦需繳付手續費用HK$110（於理大紅磡灣校園詢問處以八
達通繳付），否則將被視為放棄學位。

步驟 c) ： 保留繳費收據，在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費及輸入繳費參考編號，作為付款證明。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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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繳款限期：8 月 14 日 ( 星期五 ) 下午 5 時前）

你可以登入網上系統OAA，查閱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的資料 ，包括「八位數字個人賬單號碼」、「應繳付金額」及「最後繳款日期」，你可選

擇以下其中一項方法繳交第一學期學費餘款（請注意：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的賬單號碼與註冊費的賬單號碼不同）：

銀行 網頁 查詢熱線

AEON 信貸財務（亞洲） www.aeon.com.hk 2895 6262
中國銀行 www.bochk.com 3988 2388
交通銀行 www.bankcomm.com.hk 3989 5559
東亞銀行 www.hkbea.com 2211 1333
花旗銀行 www.citibank.com.hk 2860 0333
中信銀行（國際） www.cncbinternational.com 2287 6767
大新銀行 www.dahsing.com 2828 8168
星展銀行（香港） www.dbs.com.hk 2290 8888
富邦銀行 www.fubonbank.com.hk 2566 8181
恒生銀行 www.hangseng.com 2822 0228
匯豐銀行 www.hsbc.com.hk 2233 3000
上海商業銀行 www.shacombank.com.hk 2818 0282
渣打銀行（香港） www.standardchartered.com.hk 2886 8888
華僑永亨銀行 www.ocbcwhhk.com 2815 1123
永隆銀行 www.winglungbank.com 2309 5555

方法 (1) 自動櫃員機繳費服務（ATM）

利用貼有「繳費服務」或「繳費易」標誌的恒生銀行、匯豐銀行或銀通 JETCO 自動櫃員機繳費：
步驟 a) ： 選擇「繳費服務」，  切勿以「轉賬」繳費  ；
步驟 b) ： 選擇「教育機構」及「香港理工大學」，再輸入賬單類別「01」；
步驟 c) ： 輸入賬單號碼，即八位數字個人賬單號碼（格式為「4xxxxxxx」，請參閱「繳費通知單」）；
步驟 d) ： 輸入付款金額，即學費單上的「應繳付學費金額」；
步驟 e) ：  選擇支賬戶口；
步驟 f) ： 列印及保留繳費收據，在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費及輸入繳費參考編號，作為付款證明。

方法 (2) 繳費靈（PPS）

利用「繳費靈」網上繳費：
步驟 a) ：  開立「繳費靈」戶口 —— 如果你沒有「繳費靈」戶口，請先到就近的「繳費靈」終端機開立戶口；
步驟 b) ： 登記賬單 —— 登入繳費靈網上服務，選擇「登記賬單」，輸入「香港理工大學」的商戶編號「77」，然後輸入賬單號碼，即八位數字個

人賬單號碼（格式為「4xxxxxxx」，請參閱「學費單」），再根據指示以手提電話號碼進行雙重認證；
步驟 c) ： 繳費 —— 完成登記賬單後，按「繳款」進行繳費；輸入「應繳付學費金額」及付款日期；
步驟 d) ： 列印／儲存附有付款編號的確認畫面，在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費及輸入繳費參考編號，作為付款證明。

你亦可利用「繳費靈」電話服務繳費，詳情請參閱www.ppshk.com。

方法 (3) 網上銀行服務

在本頁備註(iii)所列出之網上銀行服務繳交學費：
步驟 a) ： 登入所屬網上銀行，然後選擇「繳費服務」；
步驟 b) ： 於「新增商戶」選擇「教育機構」，再選擇「香港理工大學」；
步驟 c) ： 選擇賬單類別「01」；
步驟 d) ：  輸入賬單號碼，即八位數字個人賬單號碼（格式為 「4xxxxxxx」，請參閱「繳費通知單」）；
步驟 e) ： 選擇支賬戶口，然後輸入學費單上的「應繳付學費金額」；
步驟 f) ：  列印／儲存附有參考編號的確認畫面，在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費及輸入繳費參考編號，作為付款證明。

方法 (4) 現金／劃線支票（只限    生銀行櫃位付款）

你需先以電郵向本院索取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的銀行入數紙，然後到恒生銀行櫃位繳費：

步驟 a) ： 於繳費限期三個工作天之前（即8月12日或之前），將姓名（與香港身份證相符）及申請編號（20xxxxxxA）電郵至：ccreg@hkcc-polyu.edu.hk，
標題註明「索取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的銀行入數紙」。本院將於下一個工作天內把入數紙（PDF檔）發送到你的電郵信箱。

步驟 b) ： 請自行列印入數紙（請列印在空白的A4紙上），並於繳費限期前到任何一間設有櫃位服務的恒生銀行，以現金 / 劃線支票繳費。劃線支
票抬頭為「香港理工大學」，於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申請編號 （20xxxxxxA）。

    切勿使用自助入票機付款或把支票放入支票收集箱內。

   如支票未能兌現，你必需立刻通知本院，並須在三個工作天內繳付第一學期學費餘款，你亦需繳付手續費用HK$110（於理大紅磡灣校園
詢問處以八達通繳付），否則將被視為放棄學位。

步驟 c) ： 保留繳費收據，在網上系統 OAA確認繳費及輸入繳費參考編號，作為付款證明。

 備註 
(i) 由於賬項過戶需時，請於最後繳款日期兩天或之前安排繳費。

(ii) 無論使用何種繳費方法，必須一次過繳付全數「應繳付金額」（即註冊費HK$5,000，或第一學期學費餘款），並確保所有填寫或輸入的資料正確（例如「繳費通
知單」編號及個人賬單號碼），否則該繳費會被視作不完整及無效。屆時你須繳付手續費HK$110，否則你的註冊資格及學籍會被取消。

(iii) 有關各網上銀行服務，請參閱下表：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aeon.com.hk
http://www.bochk.com
http://www.bankcomm.com.hk
http://www.hkbea.com
http://www.citibank.com.hk
http://www.cncbinternational.com
http://www.dahsing.com
http://www.dbs.com.hk
http://www.fubonbank.com.hk
http://www.hangseng.com
http://www.hsbc.com.hk
http://www.shacombank.com.hk
http://www.standardchartered.com.hk
http://www.ocbcwhhk.com
http://www.winglungbank.com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6

本院不接受任何延期繳交註冊費HK$5,000的申請。如未能如期繳交註冊費，將被視為自動放棄學位。

1. 雙重註冊

 你不可同時修讀兩個全日制／廠校交替制課程（不論其中一課程是否由其他院校開辦）。除非有關課程屬非學銜課程，否則學生在入讀
一個全日制／廠校交替制課程及一個兼讀制課程或入讀多於一個兼讀制課程（包括其他院校開辦的課程）之前，必須取得香港專上學院
院長的批准。

 你必須在入讀該等課程前遞交「雙重註冊」申請（表格12）（可於本院網頁www.hkcc-polyu.edu.hk/admission下載），以便取得香港專上學院
院長的批准，否則或會受到紀律處分，包括終止學籍。

2. 簽證申請

 非本地申請人有責任確保於2020年9月1日前取得香港居留權或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簽發的有效學生簽證，否則已註冊的
學籍會被取消，已繳費用恕不退還。內地申請人的簽證申請，必須經由香港專上學院以保證人身份向入境事務處遞交。

1) 利用「學資處電子通」(SFO E-link) 提交2020/21年度「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網上申請。

2) 填妥「延期繳交學費申請表格26A」，並連同所屬特殊情況的證明文件 (例如：綜援、破產、全額書簿津貼或傷殘
／長期疾病津貼證明)，於限期前電郵至ccreg@hkcc-polyu.edu.hk 。

1) 現為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受助人

或

2) 已向法院提交破產呈請，或正處於破產令期間的當事人

或

3) 2019/20年度獲學生資助處發放全額書簿津貼的受助人

或

4) 現正領取政府傷殘或長期疾病津貼的受助人

(三) 申請延期繳交第一學期學費餘款（只限特殊情況者）

(四) 入學註冊須知

(五) 委託授權人士辦理手續

1.     申請條件

2.     申請方法

3.     結果通知

一般情況下，本院亦不接受延期繳交第一學期學費餘款的申請，惟若同學為2020/21年度「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

款計劃」的申請人，及同學或／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屬以下特殊情況者，本院將作個別酌情考慮：

如你未能親身到校辦理以下相關手續，你可以書面形式授權他人代辦，包括：
1. 申請延期繳交第一學期學費餘款；
2. 辦理註冊手續；
3. 申請退學（及退還註冊費）；或
4. 核對學歷證明文件（只適用於持非文憑試學歷的申請人，或只於2012 至2015 年期間應考文憑試的申請人）。

代辦人須帶備以下文件，以供查核：
1.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
2. 代辦人的香港身份證／護照正本；
3. 由申請人簽署的授權書

i) 授權書上的簽名必須與有關註冊文件上的簽名相同；
ii) 授權書上須列明申請人及代辦人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及

4. 由申請人簽署的相關文件，如「新生註冊表格」／「修讀持續進修基金課程同意書」／「聲明書」／「延期繳交學費申請表格26A」／
「退學（及退款）申請表格34」等。辦理相關手續需帶備之文件，請參閱本指南之有關部分。

註冊完成後，你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會被銷毀。

1) 無論申請成功與否，本院將於8月5日或之前以電郵方式通知同學有關申請結果，以及最新繳付學費限期（只適用於成功申請延期者）；

2) 若申請不被接納，同學須依原定限期，即8月14日下午5時前，繳付第一學期學費餘款及登入網上系統 OAA 確認繳費，否則被視為自動放
棄學位，已繳交的註冊費將不獲退還。

凡於2020年7月27日未滿18歲的同學，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簽署有關表格。

http://www.hkcc-polyu.edu.hk/admission
https://ess.wfsfaa.gov.hk/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admission/download-form/index.html
http://ccreg@hkcc-polyu.edu.hk
http://www.wfsfaa.gov.hk/sfo
http://www.wfsfaa.gov.hk/sfo
http://www.wfsfaa.gov.hk/sfo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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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於下列指定申請限期前，經網上系統 OAA 
「退學（及退還註冊費）」頁面申請退學 

（及退款），並列印網上申請證明。
(注意：未於網上提交申請者，將不獲退款)

步驟二：
於下列指定限期前辦理申請手續

JUPAS正式遴選 8月17日(星期一)正午12時前

8月18日前 
郵寄申請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至：

九龍紅磡紅樂道8號
理大紅磡灣校園HKCC註冊組 

JUPAS補選（只適用於因根據覆核成
績重新考慮入學申請後於JUPAS獲取錄

資格的申請人）

8月31日(星期一)正午12時前
9月1日 (星期二)

親臨理大紅磡灣校園註冊辦事處
（辦公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JUPAS補選 9月2日(星期三)正午12時前
9月3日（星期四）

親臨理大紅磡灣校園註冊辦事處
（辦公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JUPAS後期補選 取錄通知書發出後的一個工作天之內
取錄通知書發出後的一個工作天之內

親臨理大紅磡灣校園註冊辦事處
（辦公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is obtainable by contacting us at 3746 0123 or ccadmission@hkcc-polyu.edu.hk.

請注意：凡未能於指定日期前提交退學（及退款）申請以及有關的證明文件，恕不受理。此外，凡未符合上述條件者，已繳交的註冊費

（HK$5,000）及第一學期學費餘款（一般課程為HK$25,400，其餘課程見第4頁），均不會退還。請於繳費前慎重考慮清楚！

(六) 申請退學（及退還註冊費，如適用）

1) 已接受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申請的 

若本院接納你的申請，款項將於申請獲批後大約六至八星期內，由香港理工大學財務處退還至你名下的銀行戶口。

註：

(i) 2020/21學年的教資會資助課程由以下院校提供：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大學。香港
公開大學的課程，包括可經JUPAS申請的課程，以及香港演藝學院的課程，並不屬於教資會資助課程。

(ii)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自2015/16學年起推行，每屆資助約3,000名學生修讀指定的自資課程。詳情瀏覽www.cspe.edu.hk/sssdp。入讀SSSDP 資助的副學士／高級
文憑課程並不符合本院的退還註冊費（及第一學期學費餘款，如適用）條件。

2) 並於指定申請限期前提交退款申請及有關的證明文件

請注意：成功之申請須扣除行政費HK$250。報名費HK$200將不獲退還及不能轉讓。

1.     申請條件

3.     申請所需證明文件

2.     申請步驟

4.     申請結果

a.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註(i)的全日制副學士／高級文憑／學士學位課程取錄（香港公開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的課程並非
由教資會資助）；

或

b.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註(ii)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取錄（注意：SSSDP資助的副學士／高級文憑課程並不包括在內）

1) 提交申請文件前，先於網上系統 OAA「退學（及退還註冊費）」網頁申請退學（及退款）；

2) 已填妥的「退學（及退款）申請表格34」及「HKCC退款申請／付款——銀行賬戶資料表格」（可於本院網頁 www.hkcc-polyu.edu.hk/
admission 下載）；

3) 取錄你入讀教資會資助的全日制副學士／高級文憑／學士學位課程，或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的取錄通
知書（正本及副本），通知書上必須清楚顯示你的全名；

4) 取錄你的院校的學費付款證明，如學費單／銀行入數紙收據（副本）、自動櫃員機的繳款收據（副本）或繳費靈／網上銀行服務的
交易編號。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www.cspe.edu.hk/sssdp
http://www.jupas.edu.hk/tc/programmes-offered/by-funding-category/ugc-funded-programmes/
http://www.jupas.edu.hk/tc/programme/sssdp/
http://www.hkcc-polyu.edu.hk/hkccoaa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admission/download-form/index.html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admission/download-form/index.html
http://www.jupas.edu.hk/tc/programmes-offered/by-funding-category/ugc-funded-programmes/
http://www.jupas.edu.hk/tc/programme/sss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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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活動
HKCC與CPCE學生事務處每年共舉辦360多項課外活動，你可自由選擇參加，以促進你的全人發展。全人發展是你將來學業

及事業成功的要素，也是你能否活出豐盛人生的關鍵。

提高升學機會  加強就業競爭力
 就業發展服務

 升學講座及工作坊

 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工作實習計劃

 PolyU HKCC 所有課程均由理大審批，畢業生將獲頒授理大香港專上
學院學銜。

 修讀模式：全日制

 修讀時限：為期2年

 教學語言：大部分科目以英文授課。但基於科目的性質和目標， 
某些科目以中文授課。語文科目以該科語文授課，詳情請參閱本院
網頁。

 座落旺角，交通方便

 樓高五層，提供46個宿位

 設施完善，包括共用空間、清潔服務及Wi-Fi上網

 入住日期為2020年9月1日(暫定)

 上課時間：一般在星期一至五上午8時30分至晚上7時及星期六上午8
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如有需要，個別課堂可能在星期一至五晚上
7時至10時或星期六下午1時30分至6時30分上課）。

 上課地點：工商業、人文及傳意課程主要在理大西九龍校園上課，
其餘課程主要在理大紅磡灣校園上課（小部分課堂則在理大本部 
校園上課）。

 截止申請日期為2020年7月27日

 申請詳情、費用及繳費方法請瀏覽：  
www.hkcc-polyu.edu.hk/student_hostel

發掘潛能  促進成長
 校園藝術家

 輔學課程

 英語和實用中文／普通話提升課程

 身心成長系列

 領導及管理培訓計劃

 綠色生活系列

 生命讚好系列

 「學會學習」工作坊

 中國內地及海外交流計劃

 精神健康推廣

 師友計劃

 體育課程

 青年企業家計劃

 校園電視

 校園攝製隊

HKCC獎助學金及政府資助
入學後，你可以申請HKCC設立的十多項獎助學金及資助，包括傑出新生獎學金及全人發展

獎學金等，讓你有更多機會接受全人發展的訓練，請留意註冊時派發的相關資料。此外，

你亦可申請政府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詳情瀏覽

學生資助處網頁 www.wfsfaa.gov.hk/sfo。

鼓勵參與學院及社區服務
 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社區服務

 學生大使計劃

 CPCE義工網絡

獎勵積極學習
 國際化和文化交流計劃

 優異成績及課外活動優秀表現獎學金

 學生培育基金與鼓勵全人發展的各類資助

迎新活動 2020
踏 入 新 的 學 習 階 段 ， 好 的 開 始 十 分 重 要 。 

因此，HKCC在新學年初為你舉辦一系列迎新 

活動， 包括迎新講座、主題分享會及工作坊，

以 及 迎 新 展 覽 等 ， 讓 你 建 立 人 際 網 絡 及 培 養 

多方面的技能。有關迎新活動的資料，請瀏覽： 

www.hkcc-polyu.edu.hk/orientation。

學生會
學生會及屬下約10個學會也會為你提供各式各樣

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

你更可參與學生會或屬下各組織，成為 「莊員」， 

協助籌辦活動，發掘你的領導才能。

課程基本資料

學生宿舍

全人教育  啟發潛能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contact-us/index.html
http://www.hkcc-polyu.edu.hk/student_hostel
http://www.wfsfaa.gov.hk/sfo
http://www.hkcc-polyu.edu.hk/orientation


院長的話

親愛的同學：

歡迎你加入 PolyU HKCC ！未來兩年，我們將會陪伴你朝著升讀大學的目標進發，助你圓夢！

相信你也有留意到，PolyU HKCC 2019 年畢業生的升學率達 88.4%，十七年平均升學率為 82.2%。或許你會問：「我也有這麼大的 
機會嗎？」誠然，PolyU HKCC 能夠為你提供優質課程、優良師資、設備完善的校園、豐富的學生發展活動，以及與香港理工
大學和多間本地及海外大學的升學銜接安排，特別是 PolyU HKCC 與同屬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CPCE）轄下的專業進修
學院（SPEED）合作提供的 CPCE「2+2」理大審批學士學位途徑，更是在你入讀 PolyU HKCC 之時，已為你作出的升學安排。
然而，打開 PolyU 升學之門的鑰匙，主要在你的手中。

因此，你入讀 PolyU HKCC 之後，努力學習之餘，也要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從而加強人際關係技巧及領導能力，豐富人生歷練。
這些寶貴經驗對你將來參加大學入學面試有很大幫助。

只要你用心學習，PolyU HKCC 的老師一定盡心竭力助你展翅高飛！只要你努力不懈，我深信你也可
以像 PolyU HKCC 過往 82.2% 的畢業生一樣，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我熱切期待今年 9 月在 PolyU HKCC 的開學禮上與你見面！

香港專上學院院長
梁德榮博士

隨「新生指南」夾附：

PolyU SPEED 為你而設的「有條件取錄計劃」資料

在辦理入學的階段，假如你希望知道多一些有關課程的資料，請隨時與課程相關講師聯絡。他們樂於與你分享HKCC這個大家庭的一切資訊。

有問題？需要幫忙？想知多一點？

應用社會科學課程
應用社會科學
副學士 
8C111-NS

 黃安安 On-on  何穎宜 Ruby 

 3746 0106  3746 0616

 onon.wong@cpce-polyu.edu.hk  ruby.ho@cpce-polyu.edu.hk

應用社會科學
副學士 

（心理學） 
8C111-PSY

 譚雪欣 Suet-yan  羅安庭 On-ting

 3746 0412  3746 0299

 suetyan.tam@cpce-polyu.edu.hk  onting.lo@cpce-polyu.edu.hk

應用社會科學
副學士 

（社會學及文化） 
8C111-SC

 吳琼秀 Sylvia  林培元 Keith 

 3746 0153  3746 0892

 kingsau.ng@cpce-polyu.edu.hk  keith.lin@cpce-polyu.edu.hk

應用社會科學
副學士 

（社會政策及
行政）  
8C111-SPA

 陳曙峰 Thomas  李峻嶸 Wing 

 3746 0411  3746 0305 

 thomas.cf.chan@cpce-polyu.edu.hk  cw.lee@cpce-polyu.edu.hk

社會工作 
高級文憑 
8C123

 許�鳳娟 Christine  陳秋蓮 Charlie

 3746 0410  3746 0642

 fk.hui@cpce-polyu.edu.hk  charlie.chen@cpce-polyu.edu.hk

人文及傳意課程
文科副學士 
8C110-AA

 楊康婷 Joyce  留金騰 Kam-tang

 3746 0304  3746 0509
 ht.yeung@cpce-polyu.edu.hk  kt.lau@cpce-polyu.edu.hk 

中英語文 
傳意副學士 
8C110-BC

 郭震東 Tony  潘鳳芹 Cecilia

 3746 0225  3746 0400
 tony.kwok@cpce-polyu.edu.hk  cecilia.pun@cpce-polyu.edu.hk

中國語言及 
文學副學士 
8C110-CLL

 趙咏冰 Estella  朱寶盈 Po-ying

 3746 0615  3746 0276
 yongbing.zhao@cpce-polyu.edu.hk  poying.chu@cpce-polyu.edu.hk

專業傳意英語
副學士 
8C110-EPC

 陳嘉玲 Zoe  呂雅君 Emily

 3746 0227  3746 0475
 zoe.chan@cpce-polyu.edu.hk  emily.lui@cpce-polyu.edu.hk

語文及文化 
副學士 
8C110-LC

 文愛娟 Ivy  岑靜雯 Olivia

 3746 0431  3746 0643
 ivy.man@cpce-polyu.edu.hk  olivia.shum@cpce-polyu.edu.hk 

公關傳訊 
副學士  
8C110-PR

 楊貽璐 Ada  潘康泰 Nathan

 3746 0108  3746 0420
 ada.young@cpce-polyu.edu.hk  nathan.phua@cpce-polyu.edu.hk

翻譯及傳譯 
副學士  
8C110-TI

 邱淑瑩 Shirley  吳偉文 Raymond

 3746 0298  3746 0426
 shirley.yau@cpce-polyu.edu.hk  lcraymond.ng@cpce-polyu.edu.hk

科技課程
健康學副學士 
8C106

 陳寶然 Lorena  陳凱萱 Gabriel

 3746 0343  3746 0172
 lorena.chan@cpce-polyu.edu.hk  gabriel.chan@cpce-polyu.edu.hk

 吳秀儀 Sally  傅翠玉 Idy  

 3746 0644  3746 0341
 sally.ng@cpce-polyu.edu.hk  idy.fu@cpce-polyu.edu.hk 

理科副學士 
8C112-AS

 陳鳳鳴 Wendy  王凱珊 Carrie

 3746 0182  3746 0300
 wendy.fm.chan@cpce-polyu.edu.hk  carrie.wong@cpce-polyu.edu.hk

 趙宏健 Oscar  

 3746 0413  
 oscar.chiu@cpce-polyu.edu.hk 

工程學副學士 
8C112-ENG

 盧志恒 Kenneth  余富榮 Fu-wing

 3746 0101  3746 0416
 kennethch.lo@cpce-polyu.edu.hk  fuwing.yu@cpce-polyu.edu.hk

 張興強 HK  

 3746 0345  
 hk.cheung@cpce-polyu.edu.hk  

資訊科技 
副學士 
8C112-IT

 曾卓勤 Ken  邵漢新 Sun

 3746 0435  3746 0302
 ken.tsang@cpce-polyu.edu.hk  honsun.chiu@cpce-polyu.edu.hk

 陳碧華 Pat  

 3746 0470  
 pat.chan@cpce-polyu.edu.hk 

統計及數據 
科學副學士 
8C112-SDS

 關進傑 Wilson  何維東 Wai-tung

 3746 0258  3746 0307
 wilson.kwan@cpce-polyu.edu.hk  wai.tung.ho@cpce-polyu.edu.hk

機械工程 
高級文憑 
8C118

 周健強 KK  莫興東 Hing-tung 

 3746 0407  3746 0340
 kk.chow@cpce-polyu.edu.hk  ht.mok@cpce-polyu.edu.hk

飛機服務工程
高級文憑 
8C122

 吳新培 Zerance  衛漢華 Hon-wah 

 3746 0167  2766 4293
 zerance.ng@cpce-polyu.edu.hk  honwah.wai@polyu.edu.hk

 林景昌 Antony   

 3746 0894  
 antony.lam@cpce-polyu.edu.hk 

工商業課程
工商業副學士 
8C108-NS  梁文怡 Sherry  陳佩儀 Eunice 

 3746 0338  3746 0424
 sherry.leung@cpce-polyu.edu.hk  eunice.chan@cpce-polyu.edu.hk

 趙燕琼 Fione 

 3746 0309
 fione.chiu@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會計） 

8C108-ACC
 胡淑媜 Arison  魏仕娥 Barbara 

 3746 0618  3746 0219  
 arison.woo@cpce-polyu.edu.hk  barbara.ngai@cpce-polyu.edu.hk

 何凱燕 Pauline  鄭名杰 Jason 
 3746 0498  3746 0171
 pauline.ho@cpce-polyu.edu.hk  jason.cheng@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商業管理） 

8C108-BM

 鄺偉文 Raymond  陳佩玲 Ada
 3746 0234  3746 0213
 raymond.kwong@cpce-polyu.edu.hk  ada.chan@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金融） 

8C108-FIN

 潘金玲 Jandia  彭欣儀 Yanny

 3746 0348  3746 0432
  jandia.poon@cpce-polyu.edu.hk  yanny.pang@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酒店管理） 

8C108-HM

 蘇翠盈 Angel  曾詠詩 Lancy

 3746 0308  3746 0638
 angel.so@cpce-polyu.edu.hk  lancy.tsang@cpce-polyu.edu.hk

 林千華 Rachel  盧小琴 Jamie 

 3746 0132  3746 0189
 rachel.lam@cpce-polyu.edu.hk  jamie.lo@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 
8C108-HR

 陳艾敏 Ivy  何靜思 Jessie 

 3746 0150  3746 0107
 ivy.chan@cpce-polyu.edu.hk  jessie.ho@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國際商業） 

8C108-IB

 周寶健 Jack  周育霆 Hester 

 3746 0342  3746 0649
 jack.chow@cpce-polyu.edu.hk  hester.chow@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物流及供應

鏈管理） 
8C108-LM

 戴志樂 Andy  劉銳業 Joseph 

 3746 0319  3746 0648
 andy.tai@cpce-polyu.edu.hk  yuiyip.lau@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市場學） 

8C108-MK

 沈嘉敏 Carmen  梁國偉 William

 3746 0125  3746 0429
 carmen.sum@cpce-polyu.edu.hk  williamkw.leung@cpce-polyu.edu.hk

工商業副學士 
（旅遊管理） 

8C108-TM
 陳文亮 Benny  劉恩臨 Chammy

 3746 0422  3746 0191
 benny.chan@cpce-polyu.edu.hk  chammy.lau@cpce-polyu.edu.hk

會展與項目管理 
高級文憑  
8C121-EM

 劉健威 Danny  何秀盈 Pamela
 3746 0248  3746 0264
 danny.lau@cpce-polyu.edu.hk  pamela.ho@cpce-polyu.edu.hk

服務管理 
高級文憑 
8C121-SVM

 謝耀屏 Doreen  李樂民 Joseph 

 3746 0286  3746 0477
 doreen.tse@cpce-polyu.edu.hk  joseph.lee@cpce-polyu.edu.hk

設計學課程
設計學副學士 

（廣告設計） 
8C113-ADV

 洪光賢 Brian  
 3746 0409   
 brian.hung@cpce-polyu.edu.hk  

設計學副學士 
（環境及室內

設計） 
8C113-EI

 張海活 Hoi-wood  陳婉麗 Winnie 
 3746 0272  3746 0887 
 hoiwood.chang@cpce-polyu.edu.hk  winnie.chan@cpce-polyu.edu.hk

設計學副學士 
（視覺傳意） 

8C113-VC

 申念茵 Vera  
 3746 0271   
 vera.sun@cpce-polyu.edu.hk   



歡迎你加入

HKCC 2020/21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新生指南：註冊及入學資訊

院長的話

親愛的同學：

歡迎你加入PolyU HKCC！未來兩年，我們將會陪伴你朝著升讀大學的目標進發，助你圓夢！

相信你也有留意到，PolyU HKCC 2019年畢業生的升學率達88.4%，十七年平均升學率為82.2%。或許你會問：「我也有這麼大的 
機會嗎？」誠然，PolyU HKCC能夠為你提供優質課程、優良師資、設備完善的校園、豐富的學生發展活動，以及與香港理工
大學和多間本地及海外大學的升學銜接安排，特別是PolyU HKCC與同屬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CPCE）轄下的專業進修
學院（SPEED）合作提供的CPCE「2+2」理大審批學士學位途徑，更是在你入讀PolyU HKCC之時，已為你作出的升學安排。
然而，打開PolyU 升學之門的鑰匙，主要在你的手中。

因此，你入讀PolyU HKCC之後，努力學習之餘，也要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從而加強人際關係技巧及領導能力，豐富人生歷練。
這些寶貴經驗對你將來參加大學入學面試有很大幫助。

只要你用心學習，PolyU HKCC的老師一定盡心竭力助你展翅高飛！只要你努力不懈，我深信你也可
以像PolyU HKCC過往82.2% 的畢業生一樣，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我熱切期待今年9月在PolyU HKCC的開學禮上與你見面！

香港專上學院院長
梁德榮博士

查詢

香港專上學院

理大紅磡灣校園 香港九龍紅磡紅樂道8號

理大西九龍校園 香港九龍油麻地海庭道9號

香港專上學院為香港理工大學附屬機構，是一間非牟利擔保有限公司。

熱線 ： (852) 3746 0123
傳真 ： (852) 2994 8721
電郵 ： ccoffice@hkcc-polyu.edu.hk  
網址 ： www.hkcc-polyu.edu.hk

2019年HKCC畢業生升學情況
經Non-JUPAS途徑亦可以四年時間取得UGC學士學位

畢業生升讀以下院校 ：

升學者中入「八大」

82.2％頒授學位課程佔
包括自資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880 名 (29.9%)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396 名 (13.4%)

  香港大學：67 名 (2.3%)

  香港中文大學：158 名 (5.4%)

  香港科技大學：122 名 (4.1%)

  香港城巿大學：475 名 (16.1%)

  香港浸會大學：183 名 (6.2%)

  嶺南大學 ：37 名 (1.3%)

  香港教育大學：104 名 (3.5%)

  香港公開大學：154 名 (5.2%)

  香港樹仁大學：59 名 (2.0%)

  香港恒生大學：229 名 (7.8%)

  其他本地院校：41 名 (1.4%)

  在香港修讀海外大學課程：15 名 (0.5%)

  往外地升學 ：27 名 (0.9%)

畢業生人數 3,919

回覆畢業生調查人數 3,334

回覆率 85.1%

升讀學士學位課程人數 2,947

整體升學率 88.4%

其中政府資助課程佔 66.6%

其中八大本地院校頒授學位課程佔 82.2%

資料來源：2019年HKCC畢業生升學調查（截至2019年10月的數字）

88.4%
2019升學率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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