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申請資格 

 

同學必須於 2017/18 學年符合下列條件： 

 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資副學位或學士學位程度專上課程； 

 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或在開始修讀此課程前，申請人或家庭已連續

在香港居住滿三年，不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備註： 

 在同一學年，只可就一個合資格的全日制課程申請貸款； 

 合資格的申請人可同時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詳情請參閱學生資助處網頁： 

首頁 > 專上及大專程度 >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一般資料 > 申請

資格 

 

 

適用於以下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副學位及高級文憑) 課程 

 

院校編號：AR 

課程 分類 

商務學副學士 (二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設計學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款待管理學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人本服務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音樂研習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配藥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詳情請參閱學生資助處網頁： 

首頁 > 專上及大專程度 >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一般資料 > 申請資格 >  

課程編號一覽表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nlsps/general/eligibility.htm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nlsps/general/eligibility.htm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aspcs/AR-CBCC.pdf


 

適用於以下明愛專上學院 (高級文憑及學士學位) 課程 

 

院校編號：AI 

課程 分類 

會計學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電腦學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企業管理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人本服務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二年制課程) (1)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語文及通識榮譽文學士 (四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3) 三年級 (2015/16 學年入學) 

(4) 四年級 (2014/15 學年入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四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3) 三年級 (2015/16 學年入學) 

(4) 四年級 (2014/15 學年入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 (五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受「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資助) 

(3)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4)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受「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資助) 

(5) 三年級 (2015/16 學年入學) 

(6) 四年級 (2014/15 學年入學) 

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四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四年制課程) (1) 一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主修心理學/社區研究/社會工作) 

(2)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主修心理學或社區研究) 

(3) 二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主修社會工作) 



(4) 三年級 (2015/16 學年入學) 

(主修心理學或社區研究) 

(5) 三年級 (2015/16 學年入學) 

(主修社會工作) 

(6) 四年級 (2014/15 學年入學) 

(主修心理學或社區研究) 

(7) 四年級 (2014/15 學年入學) 

(主修社會工作) 

 

詳情請參閱學生資助處網頁： 

首頁 > 專上及大專程度 >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一般資料 > 申請資格 >  

課程編號一覽表 

 

 

適用於以下明愛專上學院 (銜接學位) 課程 

 

院校編號：TI 

課程 分類 

語文及通識榮譽文學士 – 二年級入學 

(三年制課程) 

(1) 二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三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3) 四年級 (2015/16 學年入學) 

語文及通識榮譽文學士 – 三年級入學 

(二年制課程) 

(1) 三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四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 二年級入學 

(三年制課程) 

(1) 二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三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3) 四年級 (2015/16 學年入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 三年級入學 

(二年制課程) 

(1) 三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四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 二年級入學 

(三年制課程) 

(1) 二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三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 三年級入學 

(二年制課程) 

(1) 三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2) 四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 二年級入學 

(三年制課程) 

(1) 二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主修心理學或社區研究) 

(2) 三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主修心理學或社區研究) 

(3) 四年級 (2015/16 學年入學) 

(主修心理學或社區研究)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aspcs/AI-CIHE.pdf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aspcs/AI-CIHE.pdf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 三年級入學 

(二年制課程) 

(1) 三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主修心理學或社區研究) 

(2) 三年級 (2017/18 學年入學) 

(主修社會工作) 

(3) 四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主修心理學或社區研究) 

(4) 四年級 (2016/17 學年入學) 

(主修社會工作) 

 

詳情請參閱學生資助處網頁： 

首頁 > 專上及大專程度 >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一般資料 > 申請資格 >  

課程編號一覽表 

 

 

貸款金額 

 

(1) 最高貸款額為申請人該學年全年學費的總額；或 

(2) 如同時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兩個計劃合

共可獲的最高總資助額，為申請課程的全年應繳學費，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的學習開支助學金上限及生活費貸款上限；或 

(3) 如在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中獲得資助，則在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獲得

的最高貸款額將為兩個計劃合共的最高總資助額之間的差額，但不超過貸款

上限(即應繳學費總額)。 

 

備註： 

 貸款年息 1.132%，利息由貸款發放日開始計算。(最後調整日期為 2017 年 6

月 1 日)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及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設有

合併計算的個人終身貸款限額，於 2017/18 學年為港幣 358,600 元。 

 

如同學想粗略計算還款額，可參閱學生資助處網頁： 

首頁 > 專上及大專程度 >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一般資料 > 申請

前須知 > 財務計算機 

 

 

遞交申請 

 

1. 同學請先閱讀學生資助處的申請指引，再透過「學資處電子通–我的申請」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aspcs/TI-CIHE.pdf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aspcs/TI-CIHE.pdf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nlsps/general/learn/e-link_calculator.htm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orm/nls/NLSPS1A.pdf
https://ess.wfsfaa.gov.hk/essprd/jsp/app/apps0101.jsp?language=zh_TW


網上平台填寫及遞交申請。 

截止日期： 

(a) 2017/18 之前入讀上述合資格課程的同學：2017 年 6 月 16 日 

(b) 2017/18 入讀上述合資格課程的同學：2017 年 9 月 29 日 

2. 前往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任何一間分行，以現金或轉帳致 044-171635-001

繳交港幣 180 元行政費用，並保留已繳付行政費的交易通知書或收據正本。 

3. 遞交網上申請表格起計七天內以下列方法遞交已簽署聲明書及證明文件： 

(a) 網上上載；或 

(b) 郵寄或親身遞交到學資處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處理申請組) 

4. 如同學填報的資料齊備，一般情況，可在學資處接獲申請通知的發出日期起

計三個星期內，獲知申請結果。 

 

備註： 

除非特殊情況，一般逾期申請概不受理。 

 

詳情請參閱學生資助處網頁： 

首頁 > 專上及大專程度 >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申請 > 申請程序 

 

 

查詢詳情 

 

學生資助處 

電話 2152 6222 (一般查詢) 

2802 2345 (24 小時熱線)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正 

下午 2 時正至下午 5 時 45 分 

電郵地址 wg_sfo@wfsfaa.gov.hk 

網址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nlsps/overview.htm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12 樓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處理申請組 

 

學生事務處 

電話 3653 6655 (一般查詢)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正 

電郵地址 sao@cihe.edu.hk 

網址 http://www.cihe.edu.hk/eng/learning_support/administrativeunit/sao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nlsps/application/application.htm
mailto:wg_sfo@wfsfaa.gov.hk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nlsps/overview.htm
mailto:sao@cihe.edu.hk
http://www.cihe.edu.hk/eng/learning_support/administrativeunit/sao/financial-assistance.html


/financial-assistance.html 

地址 新界將軍澳翠嶺路 18 號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811 室 

 

 

最後更新：2017 年 8 月 30 日 

http://www.cihe.edu.hk/eng/learning_support/administrativeunit/sao/financial-assistanc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