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th October 2021                                                   Circular No. 21012 
 
 

Dear Parents/Guardians, 
 
 

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 

The 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 (JUPAS) is a scheme and the main route of 

application designed to assist local students with HKDSE results to apply for admission to the 

programmes publicly funded by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and other self-financing 

programmes provided by the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or supported by the Study Subsidy 

Scheme for Designated Professions / Sectors (SSSDP). A briefing session on how to apply for JUPAS 

was held on 6th October 2021 for all sixth-former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browse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JUPAS at www.jupas.edu.hk. 
 

Attached is a table summarizing the important dates, the tasks that secondary six students should do 

and the responsible teachers. Please be reminded that the dates are subject to adjustment. For updates, 

please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JUPAS. Please return the reply slip to the form teacher of your 

son/ward by 8th October 2021, indicating whether your son/ward will join the scheme. 
 

Yours faithfully,  

 

 

 

Lee Ting Leung 

Principal 

 

Encl. Important Dates for JUPAS 2022 and S6 Career Activities  

------------------------------------------------------------------------------------------------------------------------ 

Reply slip (Circular No. 21012) 

 

I, the parent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udent’s name) (Class No. ____) of class 

_____, acknowledge receipt of the circular regarding the JUPAS. 

 

My son/ward #  will join the JUPAS. 

  will not  

Parent’s / Guardian’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ent’s / Guardian’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ick where appropriate

http://www.jupas.edu.hk/


 
 

通告編號：21012 

敬啟者：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簡稱「聯招」）是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之本地學生申

請入讀大學課程的主要途徑，計劃涵蓋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以公帑資助之課程、香港都

會大學開辦之自資課程及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資助計劃」）下的課程。

本校已於二〇二一年十月六日向中六同學簡介聯招的內容及申請方法。詳情請瀏覽聯招辦

事處網頁 www.jupas.edu.hk。 

 

隨函附上有關聯招的摘要表（包括重要日期、中六學生處理有關事項及負責老師），

務請閣下詳閱內容。所有日期或會按現實情况修改，請留意聯招辦事處網頁最新資訊。 

 

敬請填妥回條，標示  貴子弟會否參與聯招，並於十月八日或之前着交回予班主任。 

 

此致 

中六級學生家長 

陳瑞祺（喇沙）書院校長 

李丁亮 啟 

二〇二一年十月六日 

 

附件：2022大學聯合招生辨法及中六升學活動重要日期 

  

http://www.jupas.edu.hk/


 
 

日期 中六學生處理有關事項 負責老師 

2021年9月至12月 參與各大學舉辦的資訊日(非必要) 趙潔雯老師 

黃奕倫老師 

2021年10月6日 向中六同學介紹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趙潔雯老師 

黃奕倫老師 

2021年10月11日 

或之前 

於聯招網上申請系統完成初步登記程序 生涯規劃組老師 

2021年10月18日 

或之前 

繳交聯招網登記費 及 於聯招網上申請系統填寫不少於5項比賽/活動的經歷及成就

(OEA) 

生涯規劃組老師 

2021年11月8日 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SNDAS)申請截止日期 (非必要) 趙潔雯老師 

黃奕倫老師 

2021年11月19日 

或之前 

於聯招網上申請系統填寫不少於10項課程選擇 生涯規劃組老師 

2021年11月30日 

或之前 
遞交OEA附加資料(不多於500字)給英文老師 各中六級英文科老師 

2021年11月30日 校內限期 --- 於網上申請系統遞交JUPAS申請 生涯規劃組老師 

2021年12月-

2022年5月# 

E-App第一輪申請(非必要) --- 

2021年12月8日 聯招限期 --- 於網上申請系統遞交聯招申請 --- 

2021年12月10日 申請人由本日起至2021年6月1日可於「大學聯招辦法」繳交改選費以更新其課程選擇 

(每次$100/無限制次數) 
--- 

2021年12月1日至 

2021年12月11日 

遞交其他學歷之證明文件(正本/核實副本)予學校作核實(如適用) 

(包括:其他學術成績(語文科目)/音樂考試成績/其他中國語文成績) 

校務處許先生 

2021年12月10日 

或之前 

將英文科老師建議修訂的OEA附加資料(不多於500字) 輸入於聯招平台 

並透過eClass系統，輸入學生學習概覽(SLP)內的個人自述 

生涯規劃組老師 

吳家豪老師 

2021年12月13日 領取校⾧推薦計劃(SPN)之申請表 (如適用) 趙潔雯老師 

黃奕倫老師 

2021年12月15日 

或之前 

取回已遞交予學校之其他學歷證明文件(正本/核實副本)      (如適用) 校務處許先生 

2021年12月16日

或之前 
學生學習概覽(SLP)已準備妥當，並經學校電郵發放給每位同學 吳家豪老師 

2022年1月5日 聯招限期 ---於聯招網上申請系統遞交比賽／ 

活動的經驗及成就(OEA)資料及上載所需證明文件（如適用） 
--- 

2022年1月12日 內部限期 --- 遞交校⾧推薦計劃(SPN)之申請表(如適用) 趙潔雯老師 

黃奕倫老師 



 
 

 

 

日期 中六學生處理有關事項 負責老師 

2022年3月1日

或之前 

獲得校⾧推薦(SPN)的申請者被通知遞交相關證明文件 趙潔雯老師 

黃奕倫老師 

2022年4月27日 聯招限期 --- 於聯招網上申請系統遞交其他學歷(如適用) --- 

2022年5月4日 聯招限期 --- 遞交其他學歷證明文件(正本/核實副本)予學校/聯招辦事

處作核實(如適用) 

--- 

2022年5月18日 聯招限期 --- 學校校⾧於聯招網上申請系統遞交校⾧推薦計劃 --- 

2022年6月1日 聯招限期 --- 於聯招網上申請系統繳交改選費以更改課程選擇 --- 

2022年6月6日 聯招限期 --- 於聯招網上申請系統遞交學生學習概覽(SLP) --- 

2022年6月22日 申請人由本日起可登入「大學聯招辦法」帳戶查閱獲分配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

佈後修改課程選擇的個人時段 
--- 

2022年7月15日 聯招公佈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及校⾧推薦計劃特別考慮的結果 --- 

2022年7月16日 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前講座---供中六學生及其家⾧(星期六上午) 生涯規劃組老師 

2022年7月20日* 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 生涯規劃組老師 

2022年7月21日 

至2022年7月23日* 

在每個申請人個別指定時段內於聯招網上申請系統遞交更改課程選擇之申請 生涯規劃組老師 

2022年8月10日* 聯招於網上公佈正式遴選結果 --- 

2022年8月11日* 獲得正式遴選取錄資格的申請人繳交留位費的最後限期 --- 

2022年8月18日* 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覆核後取得更高的科目等級（覆核成績）的申請人可於「大

學聯招辦法」帳戶遞交要求重新考慮入學申請給予取錄資格／較高次序的課程取錄

資格 

--- 

2022年8月25日* 於「大學聯招辦法」帳戶公佈根據覆核成績重新考慮入學申請的遴選結果 --- 

2022年8月25日* 因根據覆核成績重新考慮入學申請後而獲得取錄資格／較高次序的課程取錄資格的

申請人繳交留位費／透過「大學聯招辦法」帳戶表示接納較高次序的課程取錄資格 

（如適用）的最後限期 

--- 

2022年8月29日* 於「大學聯招辦法」帳戶公佈補選結果（如適用） --- 

2022年8月29日* 獲得補選（如適用）取錄資格的申請人繳交留位費的最後限期 --- 

2022年9月1日* 於「大學聯招辦法」帳戶公佈第二輪補選結果（如適用） --- 

2022年9月1日* 獲得第二輪補選（如適用）取錄資格的申請人繳交留位費的最後限期 --- 

2022年9月6日* 申請人登入其「大學聯招辦法」帳戶列印「Offer Results（取錄結果）」作記錄用

的最後限期 

--- 

2022年9月6日* 在校申請人遞交書面要求不允許就讀學校存取其申請結果最後限期 --- 

# E-App將於稍後公布確實申請日期 

* 日期或有修改。請留意JUPAS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