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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座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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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重點
1. 最新升學形勢 / 數據

2. 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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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放榜日
8:10 @HALL

NON-JUPAS課程
/ 重讀@WSC /
Appeal 申請

29/ 6 講座
檢查JUPAS
改選時間

+
為710作準備

5/ 8
聯招網上放榜

15/7 12:00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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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7
根據個人時段
進行JUPAS改選

7月中尾
-8月初

JUPAS 面試

5-6/ 8
(5pm)

接納取錄資格
+

經JUPAS交
留位費$5000

8月

7、8月流程圖



7、8月流程圖
8/8

上訴成功者
可申請改選
(9am-6pm)

22/8
Subsequent 

Round
第二輪補選放榜

(9:00 am)

15/8
Appeal 成功者放榜 +

接納取錄資格
(5:00 pm)

9月

19/8
Clearing Round

補選放榜 (9:00 am)

7/8
DSE上訴結果

公佈



DSE 考生及學位(以全日制第一年入學計算)數據
 日校考生: ~ 47,000人； 自修生: ~7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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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學位 (非政府資助)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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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22222 基礎課程文憑/
職專文憑/毅進文憑等…

第3 級 ~17000

總數 >70000

≥

≥



2018年HKDSE全港情況
考生考獲3322的最佳5科成績分佈

最佳五科積分
高過或等於

累積人數

10+ 21262
13+ 21149
16+ 19394
19+ 14060
22+ 7650
25+ 3803
28+ 1788
31+ 687
34+ 151



整體而言，不同分數(最佳5科計算)情況
 21分或以上：

 依據改選原則，很大機會取得聯招(JUPAS)政府資助學
士學位

 19-20分：

 邊緣情況，宜報讀「非聯招(Non-JUPAS)」課程作後備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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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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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BAND 選擇 學士學位課程 副學位課程 總數

A 1-3 13,723 (68.21%) 1,997 (9.93%) 15,720 (78.14%)

B 4-6 1,341 (6.67%) 489 (2.43%) 1,830 (9.10%)

C 7-10 546 (2.71%) 328 (1.63%) 874 (4.34%)

D 11-15 502 (2.50%) 331 (1.65%) 833 (4.14%)

E 16-20 426 (2.12%) 436 (2.17%) 862 (4.28%)

總數 16,538 (82.20%) 3,581 (17.80%) 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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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一搏」的課程；

 第三志願應有把握入讀。

 Band B的排序則要穩操勝券。



派位機制：
假設BNURS(HKU)只剩下最後一個學位，根據資料一及
二，陳同學還是黃同學能獲BNURS(HKU)港大護理取錄?
資料一 陳同學 黃同學

院校評分 23分 25分
JU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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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二 BNURS(HKU) BA (HKU) LLB(HKU)

Admission Cut-Off
(收生線)

23 26 29



派位機制：
假設BNURS(HKU)只剩下最後一個學位，根據資料一及
二，陳同學還是黃同學能獲BNURS(HKU)港大護理取錄?
資料一 陳同學 黃同學

院校評分 23分 25分
JU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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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二 BNURS(HKU) BA (HKU) LLB(HKU)

Admission Cut-Off
(收生線)

23 26 29

現在，你能否回答這問題？

課程 BNURS(HKU)

甄選名單

1. …

2. 黃同學 (25分)

3. Xyz(24分)

4. 陳同學 (23分)

課程 H

課程 G

課程 F

課程 E

課程 D

課程 C

課程 B



錯誤示範

入讀第二、三志願的機會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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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erred Subject? , e.g.:
 科大商學院, 英文數學乘兩倍 & ENG 最少LV 4!
 教大數學教育, 必須有M1 OR M2! (除非數學有LV 5 或以上)

 你的「食餬」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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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課程學額
 Broad-based Programme 有較多學額

 整體而言，學額越多，機會略高 (非一定準確!)

5. 興趣與能力傾向

6. 學科前景

7. 八大收生新安排 (NEW!)



(學友社書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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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不適用於醫學、生物醫學、藥劑學課程)

 中大(不適用於醫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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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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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PAS部份院校彈性收生安排
2:放寬入學門檻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及理學院)、香港科技大學

 核心科目未達「3322」級別大學最低入學門檻

 至少三科STEM相關選修科，並考獲至少三粒星者

 放JUPAS首3志願



JUPAS部份院校彈性收生安排
2:放寬入學門檻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其中一科的成績比最低門檻少一分，其他最佳成績的五科平均必要
考獲5*或以上（即五科成績達30分或以上）；

 放JUPAS首3志願

 香港浸會大學
 其中一科的成績比最低門檻少一分，其餘科目取得兩粒星或以上；

 放JUPAS首3志願

 香港教育大學
 14個教大課程(包括中小學數學教育、體育教育、科學教育、創意
藝術與文化等學士課程)中，若學生未能在核心科考獲「3322」，
如放BAND A，會視乎面試表現及相關學科表現取錄



2015-16年度起:

部份同學過份進取，聯招忽略保險課程，如：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資助計劃網頁 (www.cspe.edu.hk/SSSDP)

2019/20學年的超過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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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 課程 每年資助金額 (元)

珠海學院 建築 (榮譽)學士 41,700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72,800

恆生管理學院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 41,700

香港公開大學 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 72,800

東華三院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72,800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科技
教育學院 (THEI)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41,700

合共近 3,000 學額



VS POLYU
DEGREE: ~27.5 (BEST 5)

Occupational Therapy (Tung Wah College) 
@ SSSDP





如有興趣但仍未報名，心動不如行動!!!



2017-07-06



資助只適用於只提供自資專上學
位的院校，不包括八大院校開辦
的自資學位
 全球工商管理學士

 科大商學院聯同美國南加州大學及意大利博科尼大學推出全球
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4年課程: 約HKD 1,000,000

 資助詳細資料：
 https://www.cspe.edu.hk/tc/nmt-annual-subsidy.html

https://www.cspe.edu.hk/tc/nmt-annual-subsid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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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文憑試成績放榜；各院校公布取錄名單

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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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宜太早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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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文憑試成績放榜；各院校公布取錄名單

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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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聯招JUPAS正式遴選結果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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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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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spe.edu.hk/tc/Application_Information_and_Admission_Arrangement.html
https://www.cspe.edu.hk/tc/Application_Information_and_Admission_Arrangement.html


SSSDP ->副學位
 行政長官於2018 年《施政報告》宣佈，由2019/20 學年起透過

SSSDP資助每屆約2,000 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指定全日制經
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課程
 在2019/20 學年，資助計劃將資助六所專上院校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香港公開大學

（包括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東華學院
 青年會專業書院

 共28 個課程的2,050 個學額
 實驗室為本資助額=36,400 元
 非實驗室為本資助額=20,850 元

201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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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spe.edu.hk/content/Home


恆大 /浸大國際學院校長推薦計劃
 申請截止日期為2019年7月12日
 條件

 同學曾對學校／社區作過傑出貢獻，或於校內／校外課外活動中表
現良好，或在校內取得良好學業成績

 經院校遴選後，或可獲頒發獎學金

 -> 向鄺婉玲老師/ 譚兆庭老師報名



語文斷腳怎麼辦?



1. 英國大學頒授
2. 三年課程
3. DSE五科LV 3 (包括英文)
4. 資歷已被港府承認為第五級 (與本地學士資歷無異)
5. 赴英學費+生活費的1/3 (3年學費約HKD230,000)+ 學生貸款



http://www.scope.edu/Home/Programmes/BachelorsDegree3-Year.aspx

http://www.scope.edu/Home/Programmes/BachelorsDegree3-Year.aspx
http://www.scope.edu/Home/Programmes/BachelorsDegree3-Year.aspx
http://www.scope.edu/Home/Programmes/BachelorsDegree3-Year.aspx




澳門旅遊學院
 學士學位課程 (英語授課)

 - 廚藝管理

 - 文化遺產管理

 - 酒店管理

 - 旅遊企業管理

 -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

 即場面試/視像面試

 網上報名(截止日期15/7/2019)
 https://www.ift.edu.mo/EN/form/Home/Index/1023

https://www.ift.edu.mo/EN/form/Home/Index/1023


台灣升學 –獨立招生
(->徐笑珍老師/黃俊佑老師)

(見附件1)

1. 淡江大學 8. 華梵大學

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9. 聖約翰科技大學

3. 國立臺海洋大學 10. 龍華科技大學

4. 弘光科技大學 11. 玄奘大學

5. 逢甲大學 12. 明道大學

6. 東海大學 13. 義守大學

7. 銘傳大學 14. 佛光大學



內地升學 –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首家中國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創辦的大學，位於廣東省珠海市

 學院:
 文化與創意學部、工商管理學部、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部、理工科技學部

 特色:
 1. 學費每年RMB 90000，惟有校長推薦計劃 (獎學金)-> 

 5科21分或以上可獲提名(學費首年全免)
 5科18-20分可獲提名(學費首年減半)
 5科16-17分可獲提名(學費首年減 1/3)

 2. 全英教學
 3. 畢業證書由香港浸會大學頒發

 https://web.uic.edu.hk/cn/admission/hkbu-macau/hong-kong-
secondary-school-diploma-applicant

 Internal Deadline: 2019年7月12日

https://web.uic.edu.hk/cn/admission/hkbu-macau/hong-kong-secondary-school-diploma-applicant
https://web.uic.edu.hk/cn/admission/hkbu-macau/hong-kong-secondary-school-diploma-applicant


內地升學 –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認可的專業的護理課程(登記/註冊護士) (HD) 
(見附件2)
 養和醫院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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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DEC 13







申請成績覆核及重新評卷備忘 (Appeal)
Rechecking 成績覆核 Remarking 重新評卷

HKEAA
工作

得分及總分
是否計算無誤

覆核閱卷員
重新評核試卷

收費 語文科目:
每科 $215

非語文科目:
每科 $180

語文科目:
全科（口試除外）$859 或
$343/每卷
語文科口試卷: $687

非語文科目: $716
領取綜援同學，有資格申請豁免費用。但必須先繳費，而且需填寫額外申
請表，並親自到考試局提交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申請成績覆核及重新評卷備忘 (Appeal)
 最多可申請覆核4科，同一科的不同分卷，例如中文卷一、卷三，當一

科計。
 11/7 中午12:00前交回申請表到校務處收集箱。
 13/7 9:00–10:00期間 (6A,6B,6C : 9:00-9:30; 6D,6E : 9:30-10:00 )，回校

到110室(暫定)，核對覆卷資料(務必出席)
 13/7  2:00pm 後請檢查電郵, 繳費通知書會經電郵送給同學，請同學不

時留意電子郵箱(POCA gmail)，須由學校提交申請表兩天內繳款
(逾期要另加罰款)

 繳費途徑: OK 或 7-11

 覆核成績結果暫定於2019年8月7日11:00-12:00 中文室 (暫定) 發放。
(可授權家長代為領取)

 詳情/ 疑問 -> 何娉嫚老師。



申請成績覆核及重新評卷備忘 (Appeal)

No. of students No. of request No. of subjects
/components upgraded %

2012 125 434 5 1.2

2014 76 125 3 2.4

2016 72 173 4 2.3

2018 54 141 7 5.0





2017-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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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
學額快滿、放榜後收生要求將
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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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詮釋升學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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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備忘清單
 文件 (影印本/打印)：

 身份證正本及影印本 X3
 F6 MOCK 成績表正本及影印
本 x 3
 部分院校要求F4 –F6成績表
影印本

 SLP 影印本 x 3
 證件相 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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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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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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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申領畢業證書
如有特別原因(e.g.外國升學等)，需要提前申領畢
業證書，可向校務處關小姐提供證明文件
(e.g. 外地院校取錄信) 填寫申請表格後約需時3個
工作天即可取回證書



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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