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資助計劃 1 

申請收取超通脹學費增幅的受資助課程  

（截至 2018 年 1 月 4 日）  

 

（ i）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2018/19 學年  

 

院校  課程  

課程全期費用($)
註一

 
增幅  
($)  

增幅  
百分比  上學年

入學  
本學年
入學  

恒生管理學院 

中文（榮譽）文學士 

330,400 342,000 11,600 3.5% 

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榮譽）文學士 

文化及創意產業（榮譽）文學士 

英國語文（榮譽）學士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企業管治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金融分析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管理學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新聞及傳播（榮譽）學士 

亞洲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商務翻譯（榮譽）學士 

港專學院 
社會發展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社
會創新與環境) 

269,000 276,900 7,900 2.9% 

香港科技專上
書院 

BSc (Hons) Crime and Investigation  

[Teesside University] 
176,400 206,400 30,000 17.0% 



 

院校 課程 
課程全期費用($)

註一
 

增幅  
($)  

增幅  
百分比  上學年

入學  
本學年
入學  

香港公開大學 
 

會計學工商管理學士 

214,080 254,535 40,455 18.9% 銀行及財務學工商管理學士 

企業行政學工商管理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214,080 254,535 40,455 18.9% 

國際商業學工商管理學士 

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市場學工商管理學士 

款待管理學士 

主題公園管理學士 

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285,440 339,380 53,940 18.9% 

企業管治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財務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東華學院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257,481 265,600 8,119 3.2% 

醫療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基礎醫療
科學 

360,000 370,800 10,800 3.0% 

醫療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法庭科學 360,000 373,890 13,890 3.9% 

 

註一： 

課程全期費用指完成整個課程一般所需費用。資助計劃 1 下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正常修業期
為三至五年。 

 

 



（ ii）  銜接學位課程 2018/19 學年  

 

院校 課程 

課程全期費用($)
註二

 
增幅  
($)  

增幅  
百分比 上學年

入學  
本學年
入學  

恒生管理學院 
 

二年級入學：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 

253,000 261,800 8,800 3.5% 

中文（榮譽）文學士 

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榮譽）文學士 

英國語文（榮譽）學士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企業管治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金融分析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管理學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新聞及傳播（榮譽）學士 

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榮譽）學士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
士 

亞洲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商務翻譯（榮譽）學士 

三年級入學：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 

175,600 181,600 6,000 3.4% 中文（榮譽）文學士 

英國語文（榮譽）學士 



院校 課程 

課程全期費用($)
註二

 
增幅  
($)  

增幅  
百分比 上學年

入學  
本學年
入學  

恒生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175,600 181,600 6,000 3.4% 

企業管治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管理學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新聞及傳播（榮譽）學士 

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榮譽）學士 

商務翻譯（榮譽）學士 

港專學院 
社會發展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社會創新與環境） - 三年級入學 

141,000 145,100 4,100 2.9% 

香港科技專上
書院 

BSc (Hons) Crime and Investigation  

[Teesside University]  - 三年級入學 
58,800 68,800 10,000 17.0% 

香港公開大學 

二年級入學： 

銀行及財務學工商管理學士 

142,720 169,690 26,970 18.9% 

企業行政學工商管理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國際商業學工商管理學士 

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市場學工商管理學士 

款待管理學士 

主題公園管理學士 

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214,080 254,535 40,455 18.9% 企業管治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財務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院校 課程 

課程全期費用($)
註二

 
增幅  
($)  

增幅  
百分比 上學年

入學  
本學年
入學  

香港公開大學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214,080 254,535 40,455 18.9%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商業智能及分析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三年級入學： 

銀行及財務學工商管理學士 

71,360 84,845 13,485 18.9% 

企業行政學工商管理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國際商業學工商管理學士  

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市場學工商管理學士 

款待管理學士 

主題公園管理學士 

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142,720 169,690 26,970 18.9% 

企業管治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財務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商業智能及分析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院校 課程 

課程全期費用($)
註二

 
增幅  
($)  

增幅  
百分比 上學年

入學  
本學年
入學  

香港公開大學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151,640 178,835 27,195 17.9% 

東華學院 

三年級入學：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138,681 143,200 4,519 3.3% 

醫療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基礎醫療
科學 

180,000 185,400 5,400 3.0% 

醫療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法庭科學 180,000 187,460 7,460 4.1% 

護理學健康科學 (榮譽) 學士 427,750 440,612 12,862 3.0%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三年級入學：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181,830 201,300 19,470 10.7%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屋宇設備工程（榮譽）工學士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197,010 208,890 11,880 6.0%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
士 

專業會計（榮譽）文學士 

151,470 160,710 9,240 6.1% 公共關係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零售管理（榮譽）文學士 166,980 172,920 5,940 3.6% 

廣告（榮譽）文學士 

181,830 192,720 10,890 6.0% 

醫療護理（榮譽）理學士 

食品科學及安全（榮譽）理學士 

181,830 192,720 10,890 6.0%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院校 課程 

課程全期費用($)
註二

 
增幅  
($)  

增幅  
百分比 上學年

入學  
本學年
入學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181,830 192,720 10,890 6.0%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 

酒店營運管理（榮譽）文學士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檢測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166,980 184,800 17,820 10.7% 

 

註二： 

課程全期費用指完成整個課程一般所需費用。資助計劃 1 下的銜接學位課程的正常修業期為一
至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