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2020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 - 本地院校報名方法 

 

院校 方法 備註 報名費 

職業訓練局 

VTC 

網上 - 獲「有條件取錄」的申請人，如放榜成績符合要求，須於 22/7 

09:00 - 16:00 登入系統(https://acceptoffer.vtc.edu.hk)確認接受

學位。 

- 沒有獲派「正式取錄」的申請人及新申請人，可於 22–27/7 透過網

上「統一收生計劃」系統(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

報讀心儀課程，並經電郵獲知取錄結果。 

- 新申請人須先於網上建立入學申請帳戶

(https://admission.vtc.edu.hk/vtcsas/faces/login.jspx?sysCode=V

ET)以登入系統參與網上統一收生。 

- 所有獲派學位的學生，必須在 27/7 12:00 前於網上辦妥註冊手續。 

$300 

香港恒生大學 

HSUHK 

網上 - https://registry.hsu.edu.hk/hk/ 

 

$100 

(以每個報讀課

程計算) 

香港樹仁大學 

HKSYU 

網上 - https://uao.hksyu.edu/zh/application 

 

$200 

東華學院 

TWC 

網上 - www.twc.edu.hk/admission  (網上報名系統只提供英文版本) 

 

$200 

明愛專上學院 

CIHE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 

明愛專上學院  將軍澳翠嶺里

2號 

[22-25/7 + 27/7, 09:00-18:00] 

- https://www.cihe.edu.hk/tc/home/index.html 

 

$300(學位) 

$100(其他課程) 

香港珠海學院 

CHCHE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 

香港珠海學院  屯門青山公路

青山灣段 80號 

[09:00-17:00] 

- https://apply.chuhai.edu.hk/admission2020/  (22-31/7) 

- 需網上面試或即場面試 

22-31/7期間內

報名，可豁免報

名費。 

香港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 

HKU SPACE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九龍

灣宏開道 28號 

[22-24/7, 09:00-17:30] 

- https://www2.hkuspace.hku.hk/cc/cht/admission/dual-mode-

admission 

- 網上面試或即場面試（如有需要） 

 

$150 

香港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保良局何

鴻燊社區書院 

HKU SPACE (PLK)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

何鴻燊社區書院  銅鑼灣禮頓

道 66號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

院 3樓禮堂 

[22-24/7, 09:30-18:00] 

- https://hkuspace-plk.hku.hk/cht/applications-and-

admissions/application-procedures 

- 網上面試或即場面試（如有需要） 

 

$150 

香港中文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

CUSCS 

網上 - http://scs-hd.scs.cuhk.edu.hk/tc/admission/offer-claiming-

application/index.html 

 

$200 

香港理工大學 香

港專上學院 

PolyU-HKCC 

 

網上 - 22/7 (08:30-16:00) 登入「網上入學申請平台」申請

https://www.hkcc-

polyu.edu.hk/tc/admission/onlineapplicationplatform/index.html 

$200 

香港伍倫貢學院 

UOW 

(前身為香港城市

大學專上學院)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 

香港伍倫貢學院  九龍灣偉業

街 33號德福廣場 

[22-27/7, 09:00-18:00] 

- https://www.uowchk.edu.hk/admission/all  (22-27/7) 

 

22-27/7期間內

報名，可豁免報

名費。 

香港城市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 

SCOPE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尖

沙咀東教學中心  尖沙咀東麼

地道 77號華懋廣場 UG3樓 

- https://www.scope.edu/progs/degree/applicationprocedure.html 

(三年制英國大學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160 

(以每個報讀課

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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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7, 09:00-18:00] 

香港浸會大學持

續教育學院 

HKBU–SCE 

網上 - 22-24/7不設即場報名及學位確認，有意報名的申請人及持有「有條

件取錄」通知書的申請人，需於網上

(https://www.sce.hkbu.edu.hk/tc/full-time-2020-21/)遞交入學申

請或完成學位確認手續。 

$350 

香港浸會大學國

際學院 

HKBU-CIE 

網上 - 網上報名(www.hkbucie.hk/applynow)  [22-24/7, 09:00-18:00] 

- 學位確認(www.hkbucie.hk/claim)  [22/7, 08:30-17:00] 

 

 

本校同學只需透

過以下二維碼或

連結，可豁免報

名費。 

 

嶺南大學持續進

修學院 

LIFE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 

嶺南大學劉仲謙樓  青山公路

8號 

或 

太子教育中心  太子道西 189

號香港布廠商會 

[21/7-24/7, 09:00-17:00] 

- https://life.ln.edu.hk/tc/article/post/307/1074/ 

 

$150 

香港公開大學李

嘉誠專業進修學

院 

LiPACE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

學院(葵興校園)  葵涌葵昌路

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 2座

8-11樓 

[22-24/7, 09:00-19:00 

25/7, 09:30-14:00 

27/7, 09:00-19:00] 

- www.ouhk.edu.hk/wcsprd/Satellite?pagename=OUHK/tcSchool201

4&lang=chi&sch=LIP 

 

 

豁免報名費 

耀中幼教學院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 

耀中幼教學院收生中心  香港

仔田灣山道 2號 

[22/7, 09:00-19:00 

23/7, 09:00-19:00 

24/7, 09:00-19:00 

25/7, 09:00-17:00 

26/7, 14:00-17:00 

27/7, 09:00-18:00] 

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收生中

心  九龍塘多福道 3 號 

[22/7, 09:00-19:00 

23/7, 09:00-19:00] 

- https://www.yccece.edu.hk/tc/new/dse2020/ $300 

(新申請人可豁

免$300報名費) 

香港專業進修學

校 

HKCT 

 

港專學院 

CTIHE 

親身或網上 

收生中心及開放時間可參閱以

下網址: 

https://www.hkct.edu.hk/tc/

admission/application 

- https://www.hkct.edu.hk/tc/he 

 

$150 

香港科技專上書

院 

HKIT 

網上 - http://yijinhkit.edu.hk/web4/main.php 

 

$200 

 

*以上資料只包括部分開辦本地自資課程院校之報名方法 

*所有資料以院校網頁為準 

 

(資料來源:香港輔導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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