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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大學聯招計劃 

JUPAS (2021-2022) 

中六級 

  

http://www.jupas.edu.hk/
http://www.jupas.edu.hk/
http://www.jupas.edu.hk/
http://www.jupas.edu.hk/
http://www.jupa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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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JUPAS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是協助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往屆及／或應屆﹞的學

生，申請修讀由「大學聯招辦法」參與院校*所提供的課程的主要途徑。 

 

* (1) 政府資助課程 

a. 下列香港 8 所參與院校獲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 

 香港浸會大學﹝浸大﹞ 

 嶺南大學﹝嶺大﹞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 

 香港理工大學﹝理大﹞ 

 香港科技大學﹝科大﹞ 

 香港大學﹝港大﹞；  

 

b.  教資會資助的教院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  

 

II. 自資課程 

 由香港都會大學（都大）提供的自資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及 

 

III.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資助計劃」）課程 

 SSSDP「資助計劃」院校的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參考資料： 

(1) 遴選程序 ：http://www.jupas.edu.hk/tc/page/detail/648/ 

(2) 申請程序：

https://www.jupas.edu.hk/tc/application-procedures-information/application-procedures/applica

tion-period-and-method/ 

(3)  

申請時間 

2021 年 10 月 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 

https://www.jupas.edu.hk/tc/
https://www.jupas.edu.hk/tc/
http://www.jupas.edu.hk/tc/page/detail/648/
https://www.jupas.edu.hk/tc/application-procedures-information/application-procedures/application-period-and-method/
https://www.jupas.edu.hk/tc/application-procedures-information/application-procedures/application-period-and-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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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事宜 

日期 事項/活動 負責人 備註 

 

2021 年 10 月 4 日  

申請方法簡介 

 

學生登入聯招網頁查核及

加入個人資料 

張美玲老師 - 學生需於 12/10/2021 填妥申

請表之「個人資料」。 

- 申請程序 

11/11/2021 退出《聯招》申請(校內) 校長 

張美玲老師 

 請呈交「退出《聯招》申請

信」，並候校長批核。 

5/1/2022 

11:59 p.m. 

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 

OLE 於網上申請系統填寫

及確定「比賽／活動的經

驗及成就」資料及遞交有

關證明文件作核實的最後

限期﹝如適用﹞ 

張美玲老師  《聯招》限期：5/1/2022 

 「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

就」需填寫 10 項，學生應

慎重選擇。 

 學生亦須自行上載已批改

之「附加資料(英文 500 字)」

(Additional Information)。 

1/12/2021 

或以前 

繳交報名費($460) 張美玲老師  《聯招申請》不接受減免報

名費，所有申請人必須繳交。 

 本校不會代收報名費，請採

用(註一)所列途徑繳交。 

 所有報名費一經繳交，概不

退回，故如已退出《聯招申

請》者切勿繳交。 

6/12/2021 

11:59 p.m. 

聯招申請截止(校內限期) 

 

張美玲老師 學生需填妥網上《聯招申請表》 

8/12/2021 聯招申請截止(聯招處)   

10/12/2021- 

1/6/2022 

網上更改課程選擇  

費用：$100 (每次) 

 - 申請人可重選所有課程。 

- 於網上申請 

4/1/2022-25/2/2022 

  

「校長推薦計劃」(校內甄

選) 

(全校可被推薦名額：4 名) 

張美玲老師  參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網頁

-「校長推薦計劃申請詳情」 

 名額會因應全校申請人數或

有所更改，最終名額以聯招

處公佈之數目作實。 

27/4/2022 或以前 於「大學聯招辦法」網上

申請系統填寫其他學歷

﹝包括香港中學文憑以外

學術成績、音樂考試成績

等﹞ 

  申請人須自行填寫。 

 

https://www.jupas.edu.hk/tc/applicants-user-guide/application-procedures/1-application-procedures-mandatory/
https://www.jupas.edu.hk/tc/application-procedures-information/application-information/other-experiences-and-achievements-in-competitions-activities-oea/
https://www.jupas.edu.hk/tc/application-procedures-information/application-information/other-experiences-and-achievements-in-competitions-activities-oea/
https://www.jupas.edu.hk/tc/application-procedures-information/application-procedures/application-fee/
https://www.jupas.edu.hk/tc/application-procedures-information/application-information/other-academic-results-language-subjects/
https://www.jupas.edu.hk/tc/application-procedures-information/application-information/other-academic-results-language-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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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活動 負責人 備註 

29/4/2022 核實「其他學歷」證書正本

最後限期 

張美玲老師  學生需向張美玲老師出示

「其他學歷」證書正本，無

需交副本。 

 (逾期須親自交往聯招處) 

 《聯招》限期：4/5/2022 

18/5/2022 聯招(官方)「校長推薦計

劃」限期 

張美玲老師  18/5/2022 後，校方將個別通

知成功入選「校推」同學。 

6/6/2022 前 SLP 

於網上申請系統遞交「學生

學習概覽」的最後限期。 

郭佩玲老師 - 學生需自行上載至申請表。 

- 學生可選擇是否遞交，但此

文件乃各大學考量申請人之

重要資料。 

- 如有任何疑問，必須向郭佩玲

查詢。 

22/6/2022 查核「更改課程選擇時段」 -  各申請人所安排的時段各

異，請申請人必須小心查

閱。 

20/7/2022 中學文憑試放榜 劉穎詩老師 

張美玲老師 

 

21-23/7/2022 更改課程選擇 -  學生自行登入聯招網頁更改 

 可重新選取 5 個課程 

10/8/2022   聯招放榜 張美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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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申請費付款途徑： (任擇其一) 

方法 內容 備註 

繳費靈 

﹝網上繳費﹞ 

 必須登入你的「大學聯招辦法」

帳戶辦理網上繳費靈繳費手續，

之後你便可以完成申請手續。 

 當你成功繳交申請費後，請複查資料並列印

頁面作記錄用。 

 繳交申請費前，請先細閱繳費靈﹝網上繳

費﹞之使用手冊以熟習繳費程序。 

信用咭 任何發咭銀行的 VISA 或萬事達咭均

可，惟該咭必須適用於網上繳費。 

申請人必須登入「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辦

理信用咭繳費手續。 

電子銀行服務

﹝只適用於私

人戶口﹞ 

東亞銀行 http://www.hkbea.com/ 請於網上申請前不少於一個工作天預先繳交申請

費。申請費經核實處理後，申請人便可以登入「大

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完成申請手續。 

恒生銀行 http://www.hangseng.com/ 

匯豐銀行 http://www.hsbc.com.hk/hk 

現金﹝東亞銀

行﹞ 

可於任何一間東亞銀行分行的櫃位，以

現金存入下列戶口： 

戶口名稱 

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 (JUPAS)  

戶口號碼 176-40-03002-6  

付款時必須向銀行提供申請人的身份證號碼作登記

用。  

支票付款╱自動櫃員機轉賬將不受理。 

請於網上申請前不少於一個工作天預先繳交申請

費。申請費經核實處理後，申請人便可以登入「大

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完成申請手續。 

現金﹝「大學聯

招處」﹞ 
申請人亦可以前往「大學聯招處」以現

金繳交申請費。支票、信用咭及易辦事

付款將不受理。 

申請人請帶同於網上列印之繳費單前往「大學聯招

處」付款。  

申請費經核實處理後，申請人便可以登入「大學聯

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完成申請手續。  

資料來源：http://www.jupas.edu.hk/ 

http://www.jupas.edu.hk/upload/pdf/User_Guide_PPS_Chi_420.pdf
http://www.hkbea.com/
http://www.hangseng.com/
http://www.hsbc.com.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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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需提交之個人資料 

(1) OEA - 課外活動紀錄及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資料) (見下頁) 

 同學必需自行上載有文章 

 《聯招》限期：5/1/2022 

(2) SLP 

 於模擬試後由校方發放 pdf 檔案 

 該文件作為面試及評選之用，強烈建議同學上

載。 

 《聯招》限期：6/6/2022 

 

(3) Programme Choices《聯招》限期：8/12/2021 

(4) Personal Profile (10/12/2021) 

(5) 其他學歷或音樂成績 

 自行於個人表格內填寫 

 《聯招》限期：27/4/2022  

 核實「其他學歷/音樂成績」證書正本最後限

期：29/4/2022(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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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表注意事項 

1. OEA  

a. OEA Awards/Activities 

- 按 edit 進入選項，然後按+選擇 10 項課外活動或獎項。 

- 完成後，JUPAS 可能要求某些活動或獎項需上載證明文件，請自行上載 pdf

檔案。

 

- SLP 內所的活動/獎項不會自動存入 OEA，必須自行選擇或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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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dditional Information (500 英文字文章，自行上載) 

- 文章由英文老師安排撰寫及批改，同學需以 word 上載至申請表。 

- 切勿將中文文章以軟件(如 google translate)翻譯後上載！ 

 
 

文章撰寫參考資料：校網：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JUPA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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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ther Academic Results(Languag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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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Qual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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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gramme Choices 

 

- 可選 20 個 

- 完成後按 confirm 

- 請列印文件以作記錄。 

 

4. Personal Profile  

- 「姓名」必須與「文憑試」資料相同。 

- 通訊資料必須正確。 

- 密碼：請牢記，如有遺忘，需自行向香港大學聯招處查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