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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入息審查
資助計劃

#

學士學位學生
合資格申請
每學年最高

HK$ 31,300

犯罪學、警務、鑑證學(榮譽)文學士
BA (Hons) Criminology, Policing and Forensics (註冊編號:252930）     
款待業管理及食物學 (榮譽) 文學士
BA (Hon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nd Food Studies (註冊編號:252934）    

網絡保安（榮譽）理學士
BSc (Hons) Cyber Security (註冊編號:252933）     

會計及金融（榮譽）文學士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註冊編號:252932）     

商業學 (榮譽) 文學士
BA (Hons) Business Studies (註冊編號:252931）



學費資助與貸款

HKIT是一所多元化非牟利專上學府，以積極開拓學生國際視野，發

掘同學多方面潛能為辦學宗旨。本校更為第一所提供經評審的全日制

及兼讀制海外學士學位課程的院校。至今已開辦多個通過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評審之自資專上課程，包括：毅進課

程、副學士課程及海外學士學位課程，為同學提供「一條龍」升學途

徑。

本校的副學士及學士學位課程已通過評審及獲香港政府認可。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網頁：www.hkcaavq.edu.hk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www.cspe.edu.hk

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與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西倫敦大學)合辦在港修

讀、三年全日制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及一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於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9 高踞全英首50名大學，並於泰晤士 The Times and Sunday 

Times Good University Guide 2018 的全英大學排行榜中，前列第56位。

課程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學生可於畢業後申請等同

認可學士學位工作入職要求之政府職位。

＃全名為「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有關資助計劃詳情，請參閱政府網頁。

合資格申請「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本校是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合資格15所院校之一，本校與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合辦之三
年全日制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及一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均屬受資助課程，亦是少數有「免入息審查資助

計劃」資助額的海外課程。合資格學生可申請每年最高 31,300港元之學費資助。

可申請學費資助及貸款
上述認可英國學士學位及副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均可申請由政府提供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

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詳情請瀏覽學生資助處網頁：www.wfsfaa.gov.hk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HKIT）

課程獲政府認可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香港八大院校以外的另一認可學士學位選擇



HKIT 與英國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合辦的三年全
日制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及一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已

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達資歷架構第五

級，等同本地學士學位資歷。合資格的副學位畢業生更

可直入課程的第三年，即最快一年就可取得本港政府認

可的學士學位資歷。    

會計及金融（榮譽）文學士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商業學（榮譽）文學士

BA (Hons) Business Studies

犯罪學、警務、鑑證學（榮譽）文學士

BA (Hons) Criminology, Policing and Forensics

網絡保安（榮譽）理學士

BSc (Hons) Cyber Security

款待業管理及食物學（榮譽）文學士

BA (Hon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nd Food Studies

本校與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合辦的在港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屬受資助課程，學生可申請每年 
$31,300 港元免入息審查資助。有關詳情，請瀏覽www.cspe.edu.hk/nmtss。

‧ 全日制榮譽學位課程為期三年。

‧ 學生可選擇全日制或兼職制修讀，時間選擇彈性。

‧ 持有副學位申請者，最快一年可畢業。

‧ 合資格學生可申請每年31,300港元免入息審查資助；同時可申請政府 Grant / Loan及各類獎學金。
‧ 課程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達資歷架構第五級，等同本地學士學位資歷。

‧ 犯罪學、警務、鑑證學(榮譽)文學士課程，為本地首個獲政府認可的在港開辦之犯罪及調查學海外課程。

    課程由經驗豐富的退役警務人員教授有關科目，並由犯罪學學者指導完成學業。

三年全日制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須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3322」，即中文、英文達 3級，數學、通識達2級成績。
一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持有副學位課程資格（即完成相關本地認証的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課程後）的學生。

學士學位課程  Degree

英國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三年全日制/一年制銜接)

自資學士學位「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申請要求

學士學位課程特色



會計及金融（榮譽）文學士  252932  19/000635/L5  5  01/09/2019 - 31/08/2023

款待業管理及食物學（榮譽）文學士  252934  19/000632/L5  5  01/09/2019 - 31/08/2022

商業學（榮譽）文學士  252931  19/000634/L5  5  01/09/2019 - 31/08/2023

網絡保安（榮譽）理學士  252933  19/000631/L5  5  01/09/2019 - 31/08/2023

犯罪學、警務、鑑證學（榮譽）文學士  252930  19/000633/L5 5 01/09/2019 - 31/08/2022

課程  註冊編號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級別  登記有效期

* 符合學券申請資格同學，在學券資助後學費，以政府公佈為準。實繳學費為每年學費減去學券資助得出

入學要求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個科目取得15分 (最佳五科)

 (1 級=1 分，5**級=7分)，其中英國語文科和數學

科須取得第3級或以上，其餘科目須取得第2級或以上。

申請人可以最多兩科應用學習科目申請，若成績獲

「達標並表現優異」或以上可視作第 3級；或

具有等同上述標準的資格；或

在課程開始前須年滿 21歲或以上，並通過面試

豁免學分數目視乎過往修讀的課程內容而定。詳情可瀏覽

http://www.hkit.edu.hk/en/creditAccumulation.php 
或致電2782 2433查詢。

一年級入學
(三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二年級入學

三年級入學
(一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豁免學分

完成認可證書/文憑

持有認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學位

持有認可證書、文憑、高等證書或其他同等學歷的

同學，可在補學分後進入銜接學士學位

第一年學費
HK$59,000/年
獲免入息審查資助同學

實繳學費：HK$27,700 /年 *

第二年/第三年學費
HK$74,000 /年
獲免入息審查資助同學

實繳學費：HK$42,700 /年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令學員取得任何資格



健康科學副學士 19/000074/L4  4  27/11/2018 - 31/08/2021

工商管理副學士 05/001212/4  4  05/05/2008 – 31/08/2021

文學副學士 12/000125/4  4  01/09/2012 - 31/08/2021

理學副學士 12/000140/4  4  01/09/2012 - 31/08/2021

課程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級別  登記有效期

第一年入學
1. 香港中學文憑試5科（包括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
   達到第2級；或
2. 毅進文憑課程畢業學員；或
3. 其他相當於以上認可學歷；或
4. 於入學年的1月1日，年滿21歲

兩年制認可副學士課程（全日制 / 兼讀制）

課程特色

入學要求

學科豁免
申請者可根據以往學歷申請學科豁免。

如已成功完成副學士第一年或持有認可的文憑或具同

等學歷者，可直接報讀副學士學位課程的第二年。

有關詳情可致電 2782 2433查詢。

修讀年期
全日制二年/兼讀制三年

2019-2020 學年學費
工商管理副學士、

文學副學士和理學副學士：

HK$42,000/年

健康科學副學士：

HK$65,000/年

第二年入學
持有認可證書、文憑、高等證書或其他同等學歷者

豁免學分數目視乎過往修讀的課程內容而定

副學士課程  Associate Degree

通過HKCAAVQ 評審，屬資歷架構第四級課程。

學生可選擇全日制或兼職制修讀，時間選擇彈性。

副學士畢業生可直升英國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及其他合作院校與本校合辦的學士學位第三年，最

快一年可取得學士學位。

副學士畢業生原校升讀英國銜接學士學位，合資格

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合資格申請者

可獲每學年最高 31,300港元學費資助。

學生有機會前往內地、台灣、日本、英國等地，與

當地大學生交流，增廣見聞。

工商管理副學士
選修範疇：會計及財務、市場學、管理、酒店及旅遊

理學副學士
選修範疇：犯罪學、電腦學、工程、網絡及多媒體

文學副學士
選修範疇：中文、法律行政

健康科學副學士
( 畢業後可獲社會福利署頒發保健員資格）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河南中醫藥大學

2年健康科學副學士 5年全日制河南中醫學學士學位+

就業前景
課程已獲社會福利署批准，可以申請保健員註冊。同學亦可申

請政府或私營醫院、殘疾人士康復中心、安老院和弱能人士宿

舍內職位。課程同時配合同學擔任物理治療助理及職業治療助

理等職位。

2019-2020 學年學費
HK$65,000/年

入學要求
1. 香港中學文憑試其中5科
  （包括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

   達到第 2級；或
    

2. 修畢認可證書課程；或
   

3. 毅進文憑課程畢業學員（另持護理學、
    物理治療學、營養學實務、中醫及中藥

    學選修群組畢業生可獲優先考慮）；或
   

4. 其他相當於以上認可學歷；或
   

5. 於入學年的1月1日，年滿 21歲

課程結構
20個單元，包括16個必修單元及4個選修單元，共60學分。

實習安排
本課程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旨在讓同學通過真實工作環境，

實踐課程所學和獲得相關工作經驗*。                    *96小時實習

根據香港《 中醫藥修例 》第 61條，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必須符合中醫組所規定的基本要求，
包括：不少於 5年的全日制中醫本科學位課程，其中包括不少於30周的中醫畢業實習。此外，除畢業實
習及臨床見習，整個課程必須於頒發學位之院校當地修讀。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經本校銜接河南中醫藥大學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同學，如符合準則可申請政府提供的內地大學升學資助

計劃。每名通過入息審查的學生可視乎需要每年獲16,800港元的全額資助，或 8,400港元的半額資助。
詳情請參考：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mainland/9.1.13.htm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與河南中醫藥大學合辦中醫課程銜接，為有志從事中醫行業的同學，提供一條龍的升

學路向。同學在完成兩年副學士課程後，可入讀河南中醫藥大學五年全日制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並可

返港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從而晉身中醫行列。

DSE取得3322

河南中醫藥大學
學士學位

DSE取得2222 完成HKIT
兩年健康
科學副學
士課程

DSE未能取得全科
合格的成績

毅進文憑

健康科學副學士

2年健康科學副學士 + 5年全日制河南中醫學學士學位



紀律部隊系列 

警隊實務

消防員/救護員實務

海關實務

入境事務

懲教實務

工商管理系列

市場、公關及活動統籌

商業學

會計

電腦及工程系列

電影及電視工程

電腦系統及網絡保安

屋宇設備工程學

基礎飛機維修工程

機電工程

電腦鑑證及保安

演藝及創意藝術系列

商業及流行音樂創作

醫療及健康系列

護理學

物理治療學

中醫及中藥學

基礎牙醫助理實務

醫療化驗科學

 

旅遊、服務及廚藝系列

酒店及旅遊

酒店款待及調酒

基礎中西廚藝

教育、語言及運動系列

日語及日本文化

韓語及韓國文化

幼兒教育

學前兒童遊戲

(playgroup)導師實務

體育及運動管理

 STEM 教學助理

社會科學及公共服務系列

公務員文書職系架構實務

30個選修群組

資歷水平
完成毅進文憑課程後，資歷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5科（包括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第2級。若選修科中包括「延伸
數學」，完成毅進文憑課程後，資歷則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5科（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及數學科）第2級。

修讀年期
全日制一年 / 兼讀制兩年

課程特色

毅進課程  Diploma of Yi Jin

毅進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西倫敦大學）HKIT 認可副學士銜

接

銜

接

全面銜接
完成毅進文憑可升讀HKIT 副學士及認可學士學位課程，

實行一條龍升學銜接。

一條龍式『培訓+就業』
本校近四年有約100 位工程類別的學生成功於修畢課程前，
獲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CASL）、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
司 (HAECO)及香港電燈 (Hong Kong Electric )聘用，並同
時由企業安排彈性上班時間，讓同學以兼讀形式留校修讀

副學士，助其朝工程師資格繼續邁進。

校風嚴謹
本校重視同學的品德及全人發展。

11 大教學中心*

校舍位於長沙灣、觀塘、黃大仙、將軍澳、上環、荃灣、

屯門、元朗、天水圍、沙田及粉嶺，所有中心鄰近港鐵站。

國際視野
同學可赴英國、日本、台灣或內地大學交流學習及繼續升學。

多元化課外活動
超過40項精彩課外活動，全額免費資助。本校贊助同學考
取駕駛執照、參加潛水訓練、龍舟訓練、100%出席率獎勵
遊、優異成績頒獎禮、黃埔軍校體驗等。

全面資助
可申請政府全額或半額學費資助、車船津貼、毅進學費

30%退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如有需要，書院有權更改課程開辦地點

本課程已獲香港資歷架構認可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3071/L3   登記有效日期：01/01/2016至31/08/2020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網站

到台灣淡江大學交流

傑志足球訓練

同學前往「巴黎藍帶國際學院」
東京分校交流

攻防箭

     ：www.hkit.edu.hk
     ：enquiry@hkit.edu.hk
     ：2782 2433
      ：6709 1753

總校地址：深水埗南昌街  213 號

分校地址：

長沙灣道 638號1樓
荃灣永順街38號海灣花園購物商場地下上層17-20號
屯門龍門路55-65號新屯門商場L2層76-80號舖
元朗天水圍天湖路1號樂湖居嘉湖新北江商場地下A118-A119號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66號舖
樂景街2-18號銀禧薈6樓 605號舖
粉嶺一鳴路18號華心邨華心商場地下R40號舖
觀塘成業街 6號泓富廣場3樓 8-10號
將軍澳貿業路8號都會豪庭新都城中心三期地下G30號舖
上環摩利臣街10號宏基商業大廈 5樓
黃大仙睦鄰街 8號現崇山商場一樓108及109號商舖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保留課程最終之開辦權及

修改本課程簡介內容的權利而毋須事前通知。

潛水訓練

贊助同學免費考取駕駛執照

黃埔軍校4日3夜訓練營

日語班到日本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