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1放榜預備講座
2021年7月10日
生涯規劃教育組



講座重點
1. 最新升學形勢 /數據
2. 放榜日流程及後續事宜
3. 聯招改選策略
4. 聯招外的課程選擇
5. 放榜前的準備事項
6. 覆核成績/重讀的申請詳情
7. 派發有關放榜的刊物及成績表



721放榜日
8:15 @2/F – 3/F課室
NON-JUPAS課程 /
重讀@WSC /
Appeal 申請

10/ 7 講座
檢查JUPAS
改選時間

+
為放榜準備

12/ 8
聯招網上放榜

視乎個別院校
確認自資課程(E-App
有條件取錄等)取錄

+
留位費$5000

7月

22-24/7
根據個人時段
進行JUPAS改選

7月尾
-8月初

JUPAS面試

13/ 8 (5pm)
接納取錄資格

+
經JUPAS交
留位費$5000 
(如不接受，
不會再有其他
JUPAS offer)

8月

7、8月流程圖



7、8月流程圖
19/8

上訴成功者
可申請改選
(9am-6pm)

2/9
Subsequent 

Round
第二輪補選放榜

(9:00 am)

26/8
Appeal 成功者放榜 +
接納取錄資格

9月

30/8
Clearing Round
補選放榜 (9:00 am)

18/8
DSE上訴結果
公佈



疫情新安排: SMS放榜通知服務
 考生於放榜日上午9時將收到由「HKEAA」發放的訊息

 考評局強調，有關安排並非取代實體成績通知書，
考生必須回校索取成績單。



DSE 考生及學位(以全日制第㇐年入學計算)數據
 日校考生: ~ 42,500人；自修生: >7000人

成績 課程 資歷架構 學額

33222
(332233)

學位 (政府資助) 第5級 ~15000
(扣除非聯招:

~12000 - ~13000)

學位 (SSSDP) ~4000

學位 (非政府資助) ~4000

22222 副學位 (高級文憑 /副學士)
(政府資助)

第4級 ~11000

副學位 (高級文憑 /副學士)
(非政府資助)

第4級 ~18000

<22222 基礎課程文憑/
職專文憑/毅進文憑等…

第3級 ~16000

總數 ~70000







Multiple Pathways 
中六多元升學出路簡介 / 資歷架構
 詳盡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daB_LrBGQ



2019年HKDSE全港情況 (全體考生)
考生考獲33222 或以上、最佳5科成績分佈

最佳五科積分
高過或等於

累積人數

16+ 17236

19+ 12530

22+ 7099

25+ 3637

28+ 1744

31+ 659

34+ 156



2020-07

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預計，今年考獲
「332233」成績的學生，很有機會可
入讀教八間資助大學學位課程。

學友社則預計，最佳五科考獲19分或
以上的考生，有較大機會獲教資會資
助大學學位課程取錄。



Evidence from 2020 Admissions
 Eduhk



Evidence from 2020 Admissions
 LingU



Evidence from 2020 Admissions
 LingU



整體而言，不同分數(最佳5科計算)情況
 19分或以上：

 依據改選原則，較大機會取得聯招(JUPAS)政府資助
學士學位

 17-18分：
 邊緣情況，宜報讀「非聯招(Non-JUPAS)」課程作後備

 16分或以下：
 整體而言，取得聯招資助學位機會較低，必須積極尋找
其他出路





改選機制 - 5出5入
 現在起可登入 JUPAS ->查詢免費的24小時改選時段
 5出: (delete)

 刪除接近沒有機會入讀的課程

 5入: (add)
 加入貼近自己成績
而有興趣的課程,
或包括收生較低的副學位

 可重新排序

 維持選擇於20個內
 確定後無法更改



JUPAS正式遴選取錄資格分佈 (2020)

BAND 選擇 學士學位課程 副學位課程 總數

A 1-3 13,785 (68.94%) 2,389 (11.95%) 16,174 (80.89%)

B 4-6 938 (4.69%) 562 (2.81%) 1,500 (7.50%)

C 7-10 375 (1.88%) 409 (2.05%) 784 (3.92%)

D 11-15 285 (1.43%) 407 (2.04%) 692 (3.46%)

E 16-20 259 (1.30%) 586 (2.93%) 845 (4.23%)

總數 15,642 (78.23%) 4,353 (21.77%) 19,995 (100%)



改選原則 - Band A 
「A1 理想、A2 現實、A3 保險」
 由難至易

 選科次序應由難度高的課程開始，漸漸向下調整。

志願應是「 A1 理想、A2 現實、A3 保險」

 第一志願可以是「最想入讀、放手搏盡」的課程；

 第二志願可以是「次選入讀、值得一搏」的課程；

 第三志願應有把握入讀。

 Band B的排序則要穩操勝券。



志願 興趣程度 入學易難程度 原則

A

1 最大 稍難 理想

2 很大 有把握 現實

3 頗大 最有把握 保險

B

4 很大 有把握 保險

5 很大 有把握 保險

6 很大 有把握 保險

C

7

頗大或大 有把握

保險

8 保險

9 保險

10 保險

D 11-15 大至略大 有把握

保險

保險

保險

保險

E 16-20 有至略有 有把握 保險



派位機制：
假設HKU BNURS只剩下最後㇐個學位，根據以下資料，
陳同學還是黃同學能獲HKU BNURS (港大護理) 取錄?

資料一 陳同學 黃同學

DSE 分數 23分 25分
A1 BNURS(HKU)

港大護理
LLB(HKU)
港大法學士

A2 BNURS(POLYU)
理大護理

BA (HKU)
港大文學士

A3 HD ECE (POLYU)
教大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BNURS(HKU)
港大護理

為方便解說，收生數據經改動!

資料二 BA (HKU) LLB(HKU)

Admission Cut-Off
(收生線)

26 29



錯誤示範

入讀第二、三志願的機會是零!



JUPAS 遴選機制
 詳盡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62N94yFi4



改選原則
1. 上年度收生成績與你自己成績的差距

成績差距 入學機會

接近中位數 (median) 較大

< =下四分位數 (lower quartile) 較少

接近平均數 (mean) 較大

<=平均分 減 0.5分 較少



改選原則
2. 收生要求/計分方法

 General Entrance Requirement (e.g. 332233) 
 Programme Entrance Requirement

 部份更高的必須科要求: CITYU BVM: ENG LV 5
 要求修讀某一選修科 (HKU MEDICINE/PHARMACY: CHEM)

 Preferred Subject(s)/ Score Calculation Formula
 e.g. Engineering: MAT/M1/M2/PHY….

(見附件一Q&A)



改選原則
3. 興趣與能力傾向

 近年「QUIT U」情況有所增加

4. 會否/曾否面試? 表現如何?
 JUPAS / 院校網站檢查院校最新面試安排

5. 課程學額
 Broad/School-based Programmes有較多學額
 整體而言，學額越多，機會略高 (非一定準確!)

6. 學科前景
7. 八大收生近年收生調整





JUPAS部份院校彈性收生安排
1: 加分制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醫科除外)、香港理工大學

核心及選修科目（包括數學M1或M2）
級別 5** 5* 5 4 3 2 1
分數 8.5 7 5.5 4 3 2 1



JUPAS部份院校彈性收生安排
1: 加分制



JUPAS部份院校彈性收生安排
2: 放寬入學門檻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教育大學

詳見
學友社書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資助計劃網頁 (www.cspe.edu.hk/SSSDP)

2020-21學年的近40個指定課程屬於有
殷切人才需求的行業，包括護理、建
築及工程、檢測及認證、創意工業、
電腦科學、金融科技、保險、物流、
旅遊及款待、運動及康樂。



部份參與院校及課程 (21-22) –
合共近 3,000 學額

院校 課程 每年資助金額
(元)

扣除資助後學費
(元)

珠海學院 建築 (榮譽 )學士 42800 26200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74600 36860

香港恒生大學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
（榮譽）理學士

42800 40970

東華三院 物理治療學(榮譽)
理學士

74600 73100

香港公開大學 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
榮譽藝術學士

74600 7840



八大VS SSSDP_以物理治療為例





如有興趣但仍未報名，心動不如行動!!!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2/23/P2020122200547.h
tm?fontSize=1



資助只適用於只提供自資專上學位的院校



自資學士及副學位取錄安排
日期 事項

5月至7月 各院校安排面試及公布預錄名單

7月21日 文憑試成績放榜；各院校公布取錄名單

7月26日
12:00 nn

(視乎個別院校)

文憑試申請人進行錄取確認及繳交留位費
(約$5,000)

8 月12 日 JUPAS 放榜

不需太早交費!!!



自資學士及副學位退款安排
 如同學在JUPAS放榜日得到資助全日制課程取錄而又成功註
冊，已繳交約5, 000元留位費的學生，
大部份院校承諾會於有條件下
(被JUPAS政府資助學士課程取錄，視乎院校)退還留位費，
但可能會收取數百元作行政費

 因此，同學只需保留一個學位，因已收取的留位費可能未
必能取回

 https://www.cspe.edu.hk/tc/Application_Information_and_
Admission_Arrangement.html



SSSDP
在2021/22 學年，資助計劃將資助八所專上院校
 明愛專上學院

 香港恒生大學

 珠海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伍倫貢學院

 東華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超過45個課程
 實驗室為本資助額=每年76800 元
 非實驗室為本資助額=每年44100 元



錯過E-APP? / 還未有con. offer?
放榜日起仍個別招生，設即場報名及面試

(一站式收生)，詳情請瀏覽院校網頁



錯過E-APP? / 還未有con. offer?
 一般入學條件

課程級別 條件

學士學位 DSE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成績達
第三級或以上；
及數學、通識教育
及一科選修科目成績達第二級或以上
(33222)

高級文憑/副學士 DSE五科成績達第二級或以上，包括英國
語文及中國語文 (22222)

基礎課程文憑/
職專文憑

完成中六 (新高中學制)



錯過E-APP? / 還未有con. offer?
放榜日起仍個別招生，設即場報名及面試

(一站式收生)，詳情請瀏覽院校網頁



自資學位及副學位的收生數據及升學率
 http://www.cspe.edu.hk/content/Home

院校 -> 收生成績搜尋



語文斷腳怎麼辦?



1. 英國大學頒授
2. 三年課程
3. DSE五科15分以上 (英文LV 3以上)
4. 學術評審第五級別大學資歷
5. 3年學費約HKD250,000+學生貸款







專業?新興科目?

 幼兒教育

 物理治療學

 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

 學費: 72,000- 150,000 (扣減資助後: 40,000-74,000)
 學生貸款/獎學金



認可的專業的護理課程(登記/註冊護士) (HD) 
 養和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法國醫院)
 香港浸信會醫院

 仁安醫院

 香港公開大學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精神科護理學
高級文憑

 …

Enrolled Nurse VS Registered Nurse

附件2



台灣升學 – 獨立招生

大學名稱 截止日期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2021-07-21

玄奘大學 2021-07-25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2021-10-25

附件3



2020 DEC 11









1. 升學陷阱

學生有保障? 細看海外教育諮詢服務報告摘要
https://www.consumer.org.hk/sites/consumer/files/Post_sec/Summary_C_0.pdf

 收費不清晰

 收集個人資料(財政狀況)
 意見的中立性

 資訊不平衡

 法律責任



2. 競爭激烈 不等如 收生高分難入

JS8404 幼教學士MEAN= 21

JS4501內外全科醫學士 3-4 人爭一席
2020-DEC



該類組織多於升學展覽場地外，安排
與考生年齡相近的人士，主動聯絡考
生，以關心為名建立關係後，便推銷
課程，甚至在放榜前，以開學為由催
促同學於放榜前繳交首期學費，款項
由五千元至二萬元不等，惟有關款項
於放榜後不設退還

3. 留意課程認受性

2017-07

Qs: 
1. 資歷架構 (課程評審)?
2. 已有畢業生?出路? 
3. 上課地點?



其他準備事項及提醒
完成「放榜自我評估工作紙.doc」
於放榜日帶回，讓升輔老師作更有效作輔導

(見附件4)



抉擇小工具 - 加權因素分析法
(Weighted Grid Analysis)
 https://youtu.be/mcDbTx2A_Ug



721 備忘清單
 文件 (影印本/打印)：

 身份證正本及影印本 X2
 F6 MOCK成績表正本及影印
本 x 2
 部分院校要求F4 –F6成績表
影印本

 SLP 影印本 x 2
 證件相 x 2
 專上學院有條件取錄的確認信

 最新的聯招選科課程排序
printout

 放榜自我評估工作紙

 隨身物品

 手機 (+ 充電器)
 現金(約$1500 (即場報名,乘的
士等))

 已增值的八達通咭

 雨傘

 基本文具

 其他

 《放榜指南》一書

 搜尋到達提供即場報讀院校
的交通方法

 整齊儀容及衣著 (或須即場報
名及面試; 便服即可)



個案情況
 提前申領畢業證書

 填寫申請表格後約需時5個工作天可取回證書
 https://forms.gle/6irYeoLwUmErGmmb6  

 授權代領文憑試成績單 (16/7(五)12:00nn或之前)
 https://forms.gle/Uo3kHWFKhvoTFBe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