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高中畢業生新高中畢業生新高中畢業生新高中畢業生

聯招注意事項聯招注意事項聯招注意事項聯招注意事項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7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禮堂

1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重要日程

6月月月月13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查閱更改已選報課程選擇的個人時段查閱更改已選報課程選擇的個人時段查閱更改已選報課程選擇的個人時段查閱更改已選報課程選擇的個人時段

7月月月月7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時時時時) 

可於網上申請系統查閱校長推薦計劃及可於網上申請系統查閱校長推薦計劃及可於網上申請系統查閱校長推薦計劃及可於網上申請系統查閱校長推薦計劃及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活動的經驗及成就活動的經驗及成就活動的經驗及成就」」」」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7月月月月12日日日日 公佈公佈公佈公佈2017年度香港中學文憑成績年度香港中學文憑成績年度香港中學文憑成績年度香港中學文憑成績

7月月月月13日至日至日至日至15日日日日
可按個別指定時段內於網上申請系統更改可按個別指定時段內於網上申請系統更改可按個別指定時段內於網上申請系統更改可按個別指定時段內於網上申請系統更改
已選報的課程選擇已選報的課程選擇已選報的課程選擇已選報的課程選擇

8月月月月7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2017年度正式遴選結果於網上公佈年度正式遴選結果於網上公佈年度正式遴選結果於網上公佈年度正式遴選結果於網上公佈

8月月月月7日至日至日至日至8日日日日 繳交有關款項以確定接納取錄資格繳交有關款項以確定接納取錄資格繳交有關款項以確定接納取錄資格繳交有關款項以確定接納取錄資格



重要日程

8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 香港中學文憑成績覆核結果香港中學文憑成績覆核結果香港中學文憑成績覆核結果香港中學文憑成績覆核結果

8月月月月10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時至下午時至下午時至下午時至下午6時時時時) 

成績覆核中成績覆核中成績覆核中成績覆核中，，，，取得較高評級取得較高評級取得較高評級取得較高評級，，，，可於網可於網可於網可於網
上申請系統遞交申請上申請系統遞交申請上申請系統遞交申請上申請系統遞交申請

8月月月月17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時時時時) 

成績覆核後而獲取錄資格成績覆核後而獲取錄資格成績覆核後而獲取錄資格成績覆核後而獲取錄資格，，，，於網上申於網上申於網上申於網上申
請系統接納取錄資格請系統接納取錄資格請系統接納取錄資格請系統接納取錄資格

8月月月月21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時起時起時起時起) 

補選結果補選結果補選結果補選結果

8月月月月21日日日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5時時時時) 接納補選取錄資格接納補選取錄資格接納補選取錄資格接納補選取錄資格

8月月月月24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時時時時) 

第二輪補選結果第二輪補選結果第二輪補選結果第二輪補選結果

8月月月月24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5時時時時) 
申請人於網上申請系統接納第二輪補申請人於網上申請系統接納第二輪補申請人於網上申請系統接納第二輪補申請人於網上申請系統接納第二輪補
選取錄資格選取錄資格選取錄資格選取錄資格



聯招調選

� 7月12日文憑試放榜

� 7月13日至15日-調選(每人獲派一特定時段)

�可於20個課程選擇中更改次序和刪除

個別選擇一次

�可以新課程取代不超過五項課程



更改課程選擇 - 重要事項

�每位參與聯招的同學有20個課程選擇

�放榜後，同學可於指定時間內對已報讀之

課程作以下更改﹕

� 更改已選報課程的優先次序

� 刪除任何已選報的課程

� 以新課程取代不超過5項課程／增選最多5

項課程(惟全部選報課程不得超過20項)



聯招辦公室查詢電話及開放時間

�查詢電話﹕ 23342330(24小時電話熱線)

� 23342929

�聯招辦公室開放時間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下午2時至下午5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12時30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指定專業指定專業指定專業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資助學額資助學額資助學額資助學額 最高資助額最高資助額最高資助額最高資助額 扣除資助金額後的學費扣除資助金額後的學費扣除資助金額後的學費扣除資助金額後的學費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60 70,000 $34,720

珠海學院 建築（榮譽）學士 40 40,000 $29,000

恒管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70 40,000 $36,700

公開大學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 80 70,000 $20,000

公開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150 70,000 $41,800

公開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70 70,000 $41,800

公開大學 檢測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50 70,000 $20,000

東華學院 健康科學學士(榮譽)學位 200 70,000 $39,475

東華學院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20 70,000 $49,680

東華學院 放射治療科學（榮譽）理學士 12 70,000 $59,030

香港高科院 園藝及園境管理 (榮譽) 文學士 30 40,000 $49,100

香港高科院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10 40,000 $49,100

香港高科院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60 70,000 $26,690

香港高科院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60 70,000 $19,100

香港高科院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60 70,000 $19,100

香港高科院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60 70,000 $19,100

香港高科院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30 40,000 $49,100



2016年聯招派位情況



我應該放什麼在Band B – 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D in Hotel Management

Offer Statistics

http://www.jupas.edu.hk/en/programme/polyu/JS3090/



HKUST

Global China Stud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ffer Statistics

http://www.jupas.edu.hk/en/programme/hkust/JS5411/



成績覆核成績覆核成績覆核成績覆核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截止申請 7月17日

發放覆核成績結果 8月9日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Rele

ase_of_Results/Application_for_Rechecking_and_R

emarking_C2017.pdf



申請程序

考生可申請積分覆核及／或重閱答卷合共不超過四科。
考生就同一科目的一個或多於一個分部成績申請重閱答卷，

只作一個科目計。

註：

(1) 假若考生欲申請覆核的科目多於四科，必須提供文件

證明其情況特殊。

(2) 考生必須按優先次序先排列四個科目，以及額外的科

目，並要提供充足理據支持其申請。所有申請必須於覆核

成績的申請期限內提出。



覆核後的成績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Release_of_

Results/Rechecking_and_Remarking_C.pdf



發放覆核成績的結果

� 考評局將以書面方式通知所有考生其積分覆核／重閱

答卷的結果（即覆核後成績是否獲提升）。

� 學校考生（包括夜校考生）之成績經校方派發。

而自修生及夜校考生則可登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網上服務的個人帳戶查看覆核結果。考評局將同時將

成績獲提升的有關考生成績通知大學聯合招生處／有

關的大專院校及教育局。



覆核費用

覆核成績申請覆核成績申請覆核成績申請覆核成績申請 學校考生學校考生學校考生學校考生

積分覆核積分覆核積分覆核積分覆核
語文科目語文科目語文科目語文科目 $199

非語文科目非語文科目非語文科目非語文科目 $166

重閱答卷重閱答卷重閱答卷重閱答卷

組合科學分部組合科學分部組合科學分部組合科學分部 $398

非語文科目非語文科目非語文科目非語文科目 $662

語文科目語文科目語文科目語文科目(口試除外口試除外口試除外口試除外) $794

語文科目語文科目語文科目語文科目(分部落口試除外分部落口試除外分部落口試除外分部落口試除外) $317

語文科目口試語文科目口試語文科目口試語文科目口試 $636



繳費方法

�遞交申請表之後2工作日內付款。(例﹕13/7
遞交，15/7或以前付款。)

� 7月21日當作遲交，罰款238元。

7-Eleven/OK便利店

�攜同繳費單到任何一間7-Eleven/OK便利店
以現金繳費。

�保存付款收據，以確認繳費。



填寫表格 - 7月12日當日向班主任索取

� 清楚填寫電郵地址。

18

已繳交到校務處已繳交到校務處已繳交到校務處已繳交到校務處

的表格的表格的表格的表格，，，，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再再再再
作任何更改作任何更改作任何更改作任何更改。。。。



繳交申請表後待校務處

職員完成登記程序，收

到覆核成績申請核對表

方可離開。



若我申請成績覆核，我應否接受

正式遴選中派給我的課程？

�應該。

�同學於正式遴選中獲派的課程是最好的。

�若同學於成績覆核中等級獲提升，可以

再重新排次序一次。

�若同學於成績覆核中等級沒有獲提升，

不可以再重新排次序一次，亦不會再在

任何補選中獲派課程。



若我放棄正式遴選取錄資格，

會否在補選中再被考慮？

�不會。

�在指定限期前未有繳交有關款項以確定

接納取錄資格，將被視作放棄取錄資格

論。

�參與院校不會再取錄你入讀2017 -

2018學年，任何經「大學聯招辦法」

招生的課程。



http://transition.hkacmgm.org/jupas_stat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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