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7年9月29日

時間: 晚上6時30分至7時30分

規劃未來，掌握升大策略



內容

家長角色

多元出路

本校提供予學生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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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角色
1. 了解自我 -與子女討論下列各項問題﹕

他們有哪些才能、能力或技能?
他們有什麼目標?
他們是否曾就自己的興趣、能力和性向作出自我評估?

2. 搜集資料 -鼓勵子女
透過不同途徑搜集升學及就業資訊

3. 評估資料，作出決定和訂立目標 -引導子女
評估所搜集的資料以收窄選擇範圍
協助子女就選擇訂立可行的目標和方向

4. 制定計劃 -協助子女
制定升學計劃以實踐其選擇

5. 實踐計劃 -指導子女為升學目標做好以下的準備﹕
按目標搜集院校提供的課程資料
練習面試技巧



非本地課程
大學聯合
招生辦法
(JUPAS)

其他學位/
副學位課程

內地 / 
海外升學

職業專才
教育

毅進文憑 就業

多元出路

大學聯合
招生辦法
(JUPAS)

其他學位/
副學位課程

內地 / 
海外升學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http://www.jupa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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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可報讀課程﹕

1.八大資助院校學士學位/副學位課程

2.香港公開大學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3.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自資學士

學位課程



1. 八大資助院校學士學位/副學位課程/學費

院校
政府資助

學位 學費 副學位 學費

香港城市大學  $42100 (AD) $31575

香港浸會大學  $42100

嶺南大學  $42100

香港中文大學  $42100

香港教育大學  $42100 (HD) $15040

香港理工大學  $42100 (HD) $31575

香港科技大學  $42100

香港大學  $42100



2. 香港公開大學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21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非政府資助/自資課程

學費待定

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i)學費助學金；

(ii)學習開支助學金；

以及(iii)生活費貸款



3.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資助計劃」）

Study Subsidy Scheme for Designated 
Professions/Sectors



3.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參與院校

1. 明愛專上學院

2. 珠海學院

3. 恒生管理學院（恒管）

4. 香港公開大學（公大）

5. 東華學院（東華）

6.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香港高科院）



院校 科目 課程
資助
學額

最高資助
金額 (元) 

2018至2019
年度扣除最高
資助金額後的

學費

明愛專上學院
創意工業 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30 40,000 35,200

護理 護理學榮譽學士 200 70,000 37,240

珠海學院

建築及工程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70 40,000 29,000

電腦科學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
士

90 40,000 29,000

恒生管理學院

電腦科學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
譽）文學士

60 40,000 40,200

金融科技
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
（榮譽）學士

65 40,000 40,200

金融科技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
（榮譽）理學士

70 40,000 40,200

保險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
士

35 40,000 40,200

物流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
（榮譽）學士

105 40,000 40,200

新課程



院校 科目 課程
資助
學額

最高資助
金額 (元) 

2018至2019年
度扣除最高資助
金額後的學費

香港公開
大學

電腦科學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60 40,000 33,070#

創意工業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
學士

80 40,000 34,990#

創意工業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
士

80 70,000 24,080#

創意工業
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藝術榮
譽藝術學士

80 70,000 4,990#

金融科技
商業智能及分析學榮譽工商
管理學士

50 40,000 44,845#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管
理學士

80 40,000 44,845#

護理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270 70,000 48,700#

護理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70 70,000 48,700#

物流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商
管理學士

50 40,000 44,845#

#學費金額將按照所修讀課程的學分數量而釐定。因此，實際需繳付的學費或有差異。 新課程



院校 科目 課程
資助
學額

最高資
助金額

(元) 

2018至2019
年度扣除最高
資助金額後的
學費

香港公開大
學

運動及康樂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40 40,000 44,845#

檢測及認證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100 70,000 26,380#

旅遊及款待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
學士

80 40,000 44,845

東華學院

護理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
學士

225 70,000 42,767

護理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
學士

30 70,000 55,664

護理
放射治療科學（榮譽）理
學士

15 70,000 65,482

護理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50 70,000 64,980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
教育科技學
院

建築及工程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
文學士

60 40,000 56,360

建築及工程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45 40,000 56,360

建築及工程
屋宇設備工程（榮譽）工
學士

60 70,000 30,650

#學費金額將按照所修讀課程的學分數量而釐定。因此，實際需繳付的學費或有差異。 新課程



院校 科目 課程
資助學
額

最高資助
金額 (元) 

2018至2019年
度扣除最高資助
金額後的學費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建築及工程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
士

90 70,000 34,445#

建築及工程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
工學士

60 70,000 30,650#

建築及工程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60 40,000 56,360#

電腦科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
理學士

66 40,000 40,355#

電腦科學 / 創
意工業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
譽）理學士

30 40,000 56,360#

創意工業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
士

60 70,000 30,650#

創意工業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
士

60 70,000 30,650#

運動及康樂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
社會科學學士

40 40,000 64,445#

旅遊及款待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
學士

60 40,000 56,360#

#學費金額將按照所修讀課程的學分數量而釐定。因此，實際需繳付的學費或有差異。 新課程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網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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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申請於2017年9月20日

上午9時開始，12月6日晚上

11時59分結束。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申請表格

個人資料

學歷

比賽/活動的成就

其他學術成績

音樂考試成績

其他中國語文成績

殘疾狀況資料

學生學習概覽

校長推薦計劃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20個課程選擇次序

院校不會知道申請人實際排序。

院校只會知道申請人的課程組別。

課程組別
(Band)

課程選擇次序

A 1-3

B 4-6

C 7-10

D 11-15

E 16-20

最重要



費用

申請費用 $420

逾期申請附加費 $300

課程改選 $80
(2017年12月7日至2018年5月23日)

修改課程選擇 免費
(2018年7月12日至14日)

留位費 $5000
(2018年8月)



交費方法
信用卡

繳費靈(網上付款)

E-Banking(個人戶口)

現金(東亞銀行)
 戶口號碼(176-40-03002-6)

 付款時必須向銀行提供申請人的身份證號碼作登記用，否則「大學聯招處」將無法識別申
請人所繳交的款項。

現金(聯招辦事處)
 支票付款／自動櫃員機轉賬將不受理。

 請於網上申請前不少於一個工作天預先到銀行繳交申請費。申請費經核實處理後，

你便可以登入「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建立你的「大學聯招辦法」帳戶及

／或完成申請手續。



重要日期

申請 2017年12月6日(晚上11:59)

殘疾申請人報名期限 2017年12月6日(晚上11:59)

校長推薦計劃 2018年5月9日

課程改選 2017年12月7日至2018年5月23日

(晚上11:59)

文憑試成績公佈 2018年7月11日

修改課程選擇 2018年7月12至14日



修改課程選擇
在2018年7月12日至7月14日期間，每位同學可
於獲分配的24小時個人時段內對課程選擇名單作
以下各項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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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已選報課程的優先次序

刪除任何已選報的課程

在獲分配的24小時個人時段內，只可作出一次修
改，修改費用全免。



遴選安排

遴選 日期 公佈方法 接納日期 接納方法

第一遴選 6/8

 聯招網站

 院校網站

 24小時熱線
(23342929)

 聯招辦公室壁報

6-7/8 繳交留位費

重新考慮覆核後
成績的遴選結果

16/8  聯招網站 16/8 聯招網站

第二遴選 20/8

 聯招網站

 電郵

 短訊

20/8 聯招網站

第三遴選 23/8

 聯招網站

 電郵

 短訊

23/8 聯招網站



大學聯招選科策略

選報大學課程的首要考慮 (了解個人興趣及能力)

認識「大類招生」與「分科招生」

 大類招生-理大工程學廣泛學科

 分科招生-城大工學士(材料工程學)

掌握院校的收生要求(指定科目)

了解大學聯招的機制 (留意去年收生成績)

估算文憑試成績

填報聯招課程志願的策略 (首三志願)

善用組別A 爭取面試機會

把握兩次改選機會 (放榜前，放榜後)



各大院校入學要求及計分方法

院校 最低入學要求 計分方法

1. 香港城市大學 4  +  2X/1X+M 大部分課程英文 X2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assessment/bd)

2. 香港浸會大學 4  +  1X 大部分課程英文比重較高 X1.25-2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asse_criteria/)

3. 香港中文大學 4  +  2X/1X+M*
1. (4核心+2選修)÷6+額外加分-第7科

2. (4核心+1選修+M1或M2)÷6+額外加分-第7科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doc/programme_requirements_2018.pdf)

4. 香港理工大學 4  +  2X/1X+M

1. 最佳5科
2. 最佳6科

3. 中、英文+最佳3科
4. 4核心+2選修

(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ectus/ug/jupas/admission-selection)

5. 香港科技大學 4  +  2X/1X+M 所有課程英文比重較高 X1.5-2
(https://join.ust.hk/jupas-score)

備註﹕
1. 「4」: 4 核心科目；「1X or 2X」: 1 or 2 選修科目
2. 個別學系可能有額外收生要求



各大院校入學要求及計分方法

院校 最低入學要求 計分方法

6. 香港大學 4  +  2X
1. 最佳5科

2. 4核心 +2選修
(http://www.aal.hku.hk/admissions/local/admissions-information)

7. 嶺南大學 4  +  1X 中、英文比重較高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jupas/weighting.php)

8. 香港教育大學 4  +  1X 主修科目達5級
(http://www.eduhk.hk/degree/admission_scores_dse.htm#)

9. 香港公開大學 4  +  1X
部分課程中、英文或理科比重較高

(http://www.ouhk.edu.hk/wcsprd/Satellite?pagename=OUHK/tcSingPage&c=
C_CFTS&cid=1385183805928&lang=eng)

備註﹕
1. 「4」: 4 核心科目；「1X or 2X」: 1 or 2 選修科目
2. 個別學系可能有額外收生要求



「大學聯招辦法」參與院校資訊日

院校 日期

1. 香港科技大學 23-09-2017

2. 香港理工大學 30-09-2017

3. 香港浸會大學 07-10-2017

4. 香港城市大學 14-10-2017

5.
嶺南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21-10-2017

6.
香港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04-11-2017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院校資訊日

院校 日期

1. 香港公開大學 04-11-2017

2. 東華學院 11-11-2017

3. 明愛專上學院 17 & 18-11-2017

4. 恒生管理學院 18-11-2017

5.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24 & 25-11-2017

6. 珠海學院 25-11-2017



其他升學途徑 -
其他學位/副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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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位/副學位課程
E-APP(https://www.eapp.gov.hk/eapp/index_zh.htm)

 E-APP是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網上電子報名系統，

所有參加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的

考生均可使用E-APP預先申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聯招」）以外，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

經E-APP申請課程，考生

有機會在公開考試成績

公布前獲得院校的有條件

取錄／暫取錄資格。



參與院校

1.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http://www.cbcc.edu.hk

2. 明愛專上學院 http://www.cihe.edu.hk

3. 明德學院 http://www.centennialcollege.hku.hk

4. 珠海學院 http://www.chuhai.edu.hk

5. 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 http://www.cityu.edu.hk/ccc

6. 恆生管理學院 http://www.hsmc.edu.hk

7.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
社區書院

http://www.hkuspace-plk.hku.hk

8. 香港三育書院 http://www.hkac.edu/

9. 香港藝術學院 http://www.hkas.edu.hk

10. 香港浸會大學
-國際學院
-持續教育學院

http://www.hkbu.edu.hk
http://www.cie.hkbu.edu.hk
http://www.hkbusce.hk/bedece

11.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http://www.hkct.edu.hk/he



參與院校

12.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http://www.hkit.edu.hk

13.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http://www.ln.edu.hk/cc

14. 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 http://www.shccc.edu.hk

15. Savannah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Inc. http://www.scad.edu/hong-kong

16.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ttp://www.scs.cuhk.edu.hk

17. 香港教育大學 http://www.eduhk.hk/main/

18.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專上學院 http://www.hkcc-polyu.edu.hk

19.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http://www.ouhk.edu.hk

20.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http://hkuspace.hku.hk/cc

21. 東華學院 http://www.twc.edu.hk

22. 職業訓練局 http://www.vtc.edu.hk

23. 耀中社區書院 http://www.yccc.edu.hk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http://www.ipas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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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升學途徑 –
內地 / 海外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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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升學
現時，香港學生如欲前往中國內地修讀大學本科課程，主要可依循以下途徑：
• 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省學生入學考試
（簡稱「港澳臺僑聯招試」）（307所院校）

• 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簡稱「免試收生計劃」）
（84所院校）- 2018年3月份報名

• 個別院校獨立招生



台灣
大學課程入學資格

• 符合以下兩種條件，便可以「港生」身分報讀臺灣高等院校。港生學費和照顧可享

有與臺灣本土生同等的待遇：

1. 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2. 最近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6年以上（申請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則須8年

以上；海外地區不包括大陸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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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017年11-12月
報名

2018年2-3月
報名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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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申請程序
登入UCAS管理的中央網上系統填寫申請表，便可申請多所英國

大學或高等教育學院的課程。詳情可登入UCAS網頁。若學生計劃修
讀其他於UCAS列表以外的課程，例如國際基礎課程，一般需於開課
前至少六個月直接向院校申請。學生可登入Education UK網頁，利
用網頁內的課程搜尋器，選擇合適的課程。網頁亦載有英國文化協
會最新的活動資訊。

另外，學生必須具備一定英語水平。修讀
學士學位的申請人，須在文憑試英文科考
獲至少第4級，或在IELTS國際英語水平測
試中取得至少6.0分。修讀其他課程的申請
人，則須在IELTS取得至少5.0分。

課程類型 學費（每年）

學士學位 £9,800 至16,900

醫科
£11,500至33,500（臨床前）
£24,600 至36,000（臨床）

國際基礎/國際文憑課程 £8,500 至18,000

高級國家證書/文憑課程
/基礎學位

£6,000 至15,200



美國
高等教育概況
兩年制學院／社區學院

這類學院提供兩年制的副學士課程。畢業生若成績理想可直接轉換到四年制大學。兩年制學院
有公開的招生政策，任何達到最低入學要求的學生均可申請。 一般入學條件：

完成中學課程；

• 持有高中成績單；

• 持有英語能力測試成績(TOEFL或IELTS) ；

• 提供經濟能力證明(最少一年學費及生活費)

四年制學院／大學
這類院校提供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並提供專業訓練。四年制學院／大學分州立和私立兩種。

州立大學通常由州政府支助及管理。私立學院／大學之營運資金則通常來自捐贈、學費、研究基金
及舊生饋贈。大部分學院須最少一年前準備和遞交申請表。
一般入學條件： 完成中學課程；

• 持有高中成績單；

• 持有英語能力測試成績（TOEFL或IELTS）；

• 持有美國入學試成績（ACT或SAT）；

• 呈交推薦信；

• 呈交入學論文或個人陳述；

• 提供經濟能力證明（最少一年學費及生活費） 38

項目
四年制
公立學院／
大學*

四年制私立
（非牟利）學院

／大學

兩年制公立
社區學院

學費 US$22,958 US$33,480 US$3,520

住宿及膳食 US$9,804 US$11,890 US$8,060

書簿及其他 US$4,467 US$3,853 US$5,420

總計 US$37,229 US$46,272 US$17,000



澳洲

升學途徑﹕

• 大學及高等教育學位課程

• 大學基礎課程

• 職業教育與培訓課程（VET）

入學申請方法
學生可經以下兩種方法申請澳洲院校：
1. 經互聯網或以郵寄方式直接向院校
遞交申請表，或在教育展覽中直接向院
校代表申請。
2. 透過澳洲院校委託在香港的教育中
介公司（Education Agent）代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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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及生活費
海外學生在澳洲每個月的生活費支出大約為

$1,500至2,000澳元左右，包括住宿、膳食及當地
交通的費用。以下費用只是一般支出情況，學費
及生活費會因個別課程、所處地區、住宿選擇及
個人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index.php



本校提供予學生的資訊

 安排各大專院校到校講座(港大、科大、城大)

 升學輔導老師於級早會及生活教育課時段提供講座(聯招選科
講座、生涯地圖)

 為學生報考由機構舉辦的模擬考試(學友社、青年新世界)

 訂購相關書本(明報、星島、學友社)

 訂購講座門劵(學友社)

 舉辦工作坊(面試技巧、模擬面試)

 協助學生選科及填寫學生學習概覽 (英文科老師負責批改)

 為學生提供個別輔導(9至11月)

 派發有關文憑試及聯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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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