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多元出路資訊SHOW 2014 

放榜全攻略 



新高中香港中學文憑考生升學出路 (2014) 

學士學位課程 
須達兩科高級程度科目及格╱ 

須達“3322” + 一個或兩個選修科目達“2”程度 

(i) 政府資助課程（全日制） 

    （包括教資會資助院校和 

香港演藝學院課程） 

(ii) 自資課程（全日制） 

    （包括香港樹仁大學、香港公開大學、 

珠海學院、恒生管理學院、東華學院、 

明愛專上學院、職業訓練局等課程） 

15160 

 

 

 

約7000 

合共：約22,160 

副學位課程 
須達一科高級程度科目及格╱ 

須達五科 “2” 程度 

（包括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 

(i) 政府資助課程（全日制） 

 

(ii) 自資課程（全日制） 

約11,000 

 

約27,300 

合共：約38,300 

職業課程 

(i) 職業訓練局 

培訓發展中心 
 

(ii)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 

製衣業訓練局 
 

(iii)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 
 

(iv) 其他（例如：明愛、 

青年會等） 

約800 

 
約220 

 
 

 

約8,100 

毅進課程╱ 
基礎文憑課程╱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i)  毅進文憑 
 

(ii) 職業訓練局 

      基礎文憑課程╱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約5 000 

 

約6,700 

合共：約11,700 

新高中畢業生 
------------------------------------------ 

日校考生：65,300 
自修生 ：13,002 

 

 
內地(3000) 
／海外升學 

 

 
在香港開辦的 

非本地課程#／遙距課程 
  

就業 
 



家長和同學都要認清形勢 
 

升讀聯招學位課程（俗稱「入大學」） 
升學率只有約20％ 

必須以正面、開放的態度 
認識聯招以外的多元出路 



1.    以下哪一所院校沒有參加 JUPAS (大學聯招)？ 

A.                               B.                                  C.                           D.                 

E.                                F.                                  G.                           H.                 

I.                                 J.                  

2.    以下哪一所院校沒有開辦學士學位課程？ 

A.                                    B.                                      C.                 

D.                                    E.                                       F.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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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城大、浸大、嶺大、中大、教院、理大、科大及港大 

      獲政府資助的全日制或廠校交替制學士學位課程； 

 

b. 城大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副學士學位課程； 

 

c. 理大、教院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 

 

d. 公大非政府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1.    以下哪一所院校沒有參加 JUPAS (大學聯招)？ 

A.                               B.                                  C.                           D.                 

E.                                F.                                  G.                           H.                 

I.                                 J.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簡稱「大學聯招辦法」﹞ 

  是協助持有香港中學文憑成績的學生，申請修讀以下課程的主要途徑： 

a. 城大、浸大、嶺大、中大、教院、理大、科大及港大 

      獲政府資助的全日制或廠校交替制學士學位課程； 

 

b. 城大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副學士學位課程； 

 

c. 理大、教院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 

 

d. 公大非政府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5 

答: 



2.    以下哪一所院校沒有開辦學士學位課程？ 

A.                                    B.                                      C.                 

D.                                    E.                                       F.                  

G.                                    H.                                       I.                

珠海學院 

香港樹
仁大學 

香港演藝學院 職訓局--香港高
等科技教育學院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明愛專上學院 

香港教育學院 

蕯凡納藝術
設計學院 

明德學院 

東華學院 

恆生管理學院 

本地自資的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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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3.  以下哪一所院校不是 VTC「 職業訓練局」的成員機構？ 

A.                                    B.                                      C.                 

D.                                    E.                                       F.                  

G.                                    H.                                       I.                

4.   學士學位 在 資歷架構級別中，屬於第幾級？ 

A. 第四級         B. 第五級        C. 第六級      D. 第七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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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哪一所院校不是 VTC「 職業訓練局」的成員機構？ 

A.                                    B.                                      C.                 

D.                                    E.                                       F.                  

G.                                    H.                                       I.                

職業訓練局 

http://www.vtc.edu.hk/html/tc/institutions.html 

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  

香港知專
設計學院  

青年學院  匯縱專業
發展中心  

邱子文高
中學校  

卓越培訓
發展中心  

旅遊服務業培
訓發展中心  

海事訓練
學院  

中華廚藝
學院  

展亮中心 

香港高等科
技教育學院  

高峰進修
學院  

才晉高等
教育學院  

13成員 

答: 

http://www.vtc.edu.hk/html/tc/institutions.html


4.   學士學位 在 資歷架構級別中，屬於第幾級？ 

A. 第四級         B. 第五級        C. 第六級      D. 第七級 

9 

答: 

www.hkqr.gov.hk 

 資歷名冊:列載已通過本地評
審的教育及培訓範疇的課程、
資歷及課程營辦者資料 

http://www.hkq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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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及多階出路 

HKDSE  

 

 
學士學位

課程 

 

 
 

Senior Year  

(學士課程-高年級)/ 

Top-up degree 

(銜接學士) 

 

副學位課程 

(副學士 / 高級文憑) 

 

職訓課程 
 

就業 
外地

升學 

持續進修 + 終身學習 

毅進 
 



• 5. 以下同學有什麼升學選擇？ 

Ｃ同學 

中文２級 

英文１級 

數學２級 

通識２級 

旅款３級 

視藝３級 

Ｄ同學 

中文１級 

英文２級 

數學１級 

通識１級 

物理１級 

化學１級 

Ｂ同學 

中文２級 

英文４級 

數學３級 

通識４級 

中史５級 

地理４級 

Ａ同學 

中文５級 

英文５*級 

數學５級 

通識５**級 

經濟５*級 

BAFS５級 



• 5. 以下同學有什麼升學選擇？ 

Ｃ同學 

中文２級 

英文１級 

數學２級 

通識２級 

旅款３級 

視藝３級 

Ｄ同學 

中文１級 

英文２級 

數學１級 

通識１級 

物理１級 

化學１級 

Ｂ同學 

中文２級 

英文４級 

數學３級 

通識４級 

中史５級 

地理４級 

Ａ同學 

中文５級 

英文５*級 

數學５級 

通識５**級 

經濟５*級 

BAFS５級 

答: 

>3322+2 
可選degree 

>2222+2 
可選HD/AD 

>2122 
IVE基礎文憑〃〃 

>完成中六 
中專、毅進〃〃〃 









 



2013文憑試考生表現 
表現 人數 百份比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3+ 36049 52.3% 

英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3+ 33677 48.8% 

數學必修部分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2+ 55617 80.8% 

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 2+ 61246 88.5% 

於五科甲類學科中取得2 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文) 
Level 2+ in five Cat. A subjects, includ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English Language 

46934 68.6% 

於核心科目中取得「3322」或更佳成績，並於一個 
選修科目取得2 級或以上成績 Core subjects at 3322-2+ 

26979 38.8% 

於核心科目中取得「3322」或更佳成績，並於兩個 
選修科目取得4 級或以上成績 
Core subjects at 3322-44+ 

14616 21.0% 

五科取得4 級或以上 Five level 4 or above 13073 19.1% 

五科取得5 級或以上 Five level 5 or above 2920 4.3% 

日校考生：
68410人 

資料來源：考評局網頁 



第三個選修科關鍵嗎？ 
Significance of the 3rd X 

As a component of 
admission score 

作為入學分數的一整部分 

• CU Medicine 中大醫學 

As a component with  
lower weighting 

作為入學分數但比重較小 

• All CUHK programs         
全部中大課程 

• ALL UST programs          
全部科大課程 

• BU BCM&BSc(BIOMED) / 
Bpharm / BA/BSocSc / 
BSocSc(China studies) 
programs   浸大中醫學學
士及生物醫學/中藥學/
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
中國研究社會科學課程 

• CityU programs               
城大課程 

 

As a factor in tie-breaker  

作為同分時的考慮因素 

•PolyU programs 理大課
程 

•OU programs 公大課程 

•HKU Surveying, Urban 
Studies 港大測量、城市研

究 

•HKU Arts 港大文學士 

•HKU Economics, 
Economics & Finance, BBA, 
Accounting & Finance, BBA 
Law, Quantitative Finan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Global Management  港大

經濟、經濟金融、工商管

理（法學）、計量金融、

工商管理（國際商業及環

球管理） 
 

Not considered at all 

不予考慮 

• HKIEd programs 教院課
程 

• LU programs 嶺大課程 



職業訓練局課程收生情況 
（資料來源：VTC,2012） 

2013:  
 
學位課程收生為15-
19分，平均為17分； 
 
高級文憑為13-17分，
平均分為15分 



 



M1/M2關鍵嗎？ 
Significance of M1/M2 

As an elective 

作為一選修科目 

• UST programs  科大課程 

• BU Science  浸大理學 

With required level of attainment 
(3) 

須達到第三級水平 

• CU Insurance, Financial & 
Actuarial Analysis / Quan. Fin.; 
Quan. Fin. and Risk Management 
Science 中大保險、金融與精算
學 / 計量金融學、計量金融學
及風險管理科學 

• CU Math & Math Ed中大數學及
數學教育 

• CU Science 中大理學 

• CU Enrichment Math (LV4) 中大
數學精研(LV4) 

• HKIEd Math Ed (LV2) 教院數學教
育 (LV2) 

• HKU BBA (Info Sys) 港大工商管
理(資訊系統) 

• HKU Engineering 港大工程學 

• HKU Quan. Fin.; Actuarial 
Science(LV4) 港大計量金融、精
算學(LV4) 

As a preferred subject 

作為一優先科目 

• PolyU Construction & 
Environment (except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Surveying) 理
大建設及環境（管理及測量除
外） 

• PolyU Engineering programs 理
大工程學 

• PolyU Radiography 理大放射學 

• PolyU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理大醫療化驗科學 



大學聯招 JUPAS改選策略 

  

/


考慮因素… 

1. 課程基本收生要
求 

2. 課程收生分數計
算方法/優先科目 

3. 面試及成績以外
的要求(OLE, SLP) 

4. 收生成績 

Band/ 
Choice 

% 2012 
intake 

% 2013 
intake 
 

A1 

86.31 83.8 A2 

A3 

B1 

8.15 10.43 B2 

B3 



4C+1X (9, 19 in 2013) 

•Accountancy 會計學 

•Business 商業 

•Financial Services 金融服務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全球供應鏈管理 

•Marketing 市場學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社會政策及行政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 

• (Degree: JS3466, JS3583, 
JS3674) 

Best 5 (35, 27 in 2013)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
醫學工程 

•Building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建築工程及管理
學 

•Civil Engineering土木工程 

•Computing 電子計算 

•Construction & Environment 
建設及環境 

•Engineering 工程學 

•Hotel Management 酒店業管
理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醫
療化驗科學 

•Optometry 眼科視光學 

•Physiotherapy 物理治療學 

•Property Management 物業管
理學 

•Radiography 放射學 

•Surveying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 

2C+best 3 (20, 18 in 2013) 

•Design 設計學 

•Fashion & Textiles 服裝及紡織 

•Language, Culture & 
Communication語言、文化及
傳意 

•Mental Health Nursing 精神健
康護理學 

•Nursing 護理學 

•Applied Physics 應用物理學
(HD)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學 
(HD) 

•Geometrics 測繪及地理資訊
學 (HD) 

•Multimedia Design & 
Technology 多媒體設計與科
技 (HD) 

• (HD: JS3026, JS3038, JS3040, 
JS3064, JS3076, JS3090, JS3117, 
JS3143, JS3155, JS3246, JS3284) 

從大學收生計分說起：以理大部份課程（2014入學）為例 

(Degree: JS3002, JS3296, 
JS3349, JS3351, JS3363, 
JS3375, JS3404, JS3428, 
JS3454, JS3519, JS3521, 
JS3624, JS3686, JS3698, 
JS3703, JS3715, JS3727, 
JS3753, JS3870, JS3923, 
JS3985, JS3997) 



4C+2X (17) 

•Economics & Finance 經濟金融學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ccounting & Finance 
工商管理 / 工商管理(會計及財務)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aw)  工商管理(法學) 

•Quantitative Finance計量金融 

•Dental Surgery 牙醫學 (Sci) 

•Language Education 語文教育 

•Speech & Hearing Science 言語及聽覺科學 (Bio) 

•Laws 法學 

•Medicine & Surgery 內外全科醫學 (Chem) 

•Pharmacy 藥劑學 (Chem) 

•Biomedical Science 生物醫學 (BIO/Chem) 

•Actuarial Science 精算學 (M1/2) 

•Social Science (Government & Law) 社會科學(政
治學與法學) 

Best 5 (17) 

•Architectural Studies 建築學 

•Landscape Studies 園境學 

•Surveying 測量學 

•Urban Studies城市研究 

•Conservation建築文物保護 

•Arts 文學士 (Eng)  

•Education & Science  教育學及理學 
(Eng+Math+Sci) 

•Education & Social Sciences 教育學及社會科學 

•Exercise and Health 運動及健康(Eng+Sci/PE) 

•Engineering/Engineering Science 工程學... 
(Eng+Math) 

•Nursing 護理學 

•Chinese Medicine 中醫全科 

•Science 理學 (Eng+Math+Sci)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 

• Journalism 新聞學 

從大學收生計分說起：以港大課程（2013入學）為例 



Institution
院校 

Program 
課程 

1 UST 科大 Science 理學 

2 HKU 港大 Science 理學 

3 Poly U 理大 Occupational 
Therapy 職業治療 

4 Poly U 理大 Food Safety & 
Technology  
食品科技與食物安全 

5 UST科大 Engineering 
工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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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院校 

Program 
課程 

1 CU 中大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環球經濟及金融 

2 CU 中大 Quantitative 

Finance計量金融 

3 UST 科大 Science 理學 

4 UST 科大 Engineering  

工程學 

… 

Student A （學生A）: Student B （學生B）: 

模擬個案分析 



Institu
tion 

Program 

1 UST  Science 

2 HKU Science 

3 Poly U Occupational Therapy 

4 Poly U Food Safety & 
Technology 

5 UST Engineering 
27 

Institution Program 

1 CU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2 CU Quantitative Finance 

3 UST Science 

4 UST Engineering 

… 

Student A: Student B: 

Subject Level attained 

Eng 5 

Chi 3 

LBS 3 

Math 4 

Physics 5* 

M1 3 

Biology  1 

Subject Level attained 

Eng 4 

Chi 4 

LBS 4 

Math 5 

Biology 3 

Chemistry 4 

M2 3 

Applied 
Science  
Best 5 subjs 
Prefer 1 Sci 

Best 5 
subj = 
21pt 

Best 5 
subj = 
21pt 

課程2 
大學要求 
2X ≥ Lv3  未符合課程中

英文均要最少5
級 

OT: 
Best 5 subjs 
Prefer Bio 



Considering calculation of admission score by UST 

28 



Review data by choosing a specific program 
按課程查詢收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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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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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年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 

總回應
人數 

進修（%） 本地/海外（%） 佔所有考生(%) 

進修 
(84.98%) 

Vs. 
就業 
(8.33%) 

本地 
(76.44%) 

學位 24.33% 

非學位 50.00% 

重讀 2.11% 

非本地 
(8.54%) 

學位 6.41% 

非學位 2.12% 

非本地進修 (8.54%) 

地區 內地 台灣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其他 

佔考生(%) 1.5% 1.76% 2.11% 0.81% 0.42% 1.18% 0.74% 



五月 六月 七月 14/7 八月 九月 

26/5 經由 
E-APP遞交
首輪申請的
最後期限 

 

至14/7前非聯紹
院校給申請人有
條件取錄通知 

14/7起 非聯招院校給予
符合有條件錄取/錄取資
格的申請人確認通知書 

18/7 獲非聯招院
校取錄的申請人
最遲於中午繳交
留位費** 

19/7 後非聯招
院校：後補遴
選和註冊開始 

http://www.ipass.gov.hk/chi/eapp.aspx  

1/6-30/6 
 E-APP次輪
申請 

 

26/5 1/6 

http://www.ipass.gov.hk/chi/eapp.aspx


本地學位課程比例較高
的院校(11-12年度) 

本地學位課程（資助學
位）比例較高的院校 

本地學位課程（自資學
位）比例較高的院校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
專上學院 

恒生管理學院 
 

恒生管理學院 
 

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
專上學院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
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
上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
學院及國際學院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
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有關自資學位及副學位 
名牌效應之外，還有… 



專業教育—不容忽視 

 

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programmes/s6_progression_route.html  

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programmes/s6_progression_route.html
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programmes/s6_progression_route.html


五月 六月 七月 15/7 八月 九月 

15/7 前 
網上申請 
網上登記由2014年05月17
日起開始接受申請。 

http://www.yjd.edu.hk  

• 資歷：符合超過30個以中學文憑試5科(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
文科)第2級成績為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系的學歷要求，例：助
理外勤統計主任、海關關員、消防員、警員、郵務員及社會保
障助理員等 

• 修畢延伸數學選修單元：符合報考以中學文憑試5科(包括中國
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第2級成績為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系
的要求，例：助理文書主任、助理稅務主任及二級物料供應員
等。 

http://334.edb.hkedcity.net/pathways-06.php   

16/7開始以電郵
/SMS通知申請
人取錄結果 

2014 
毅進文憑 
招生概況 

http://www.yjd.edu.hk/
http://334.edb.hkedcity.net/pathways-06.php
http://334.edb.hkedcity.net/pathways-06.php
http://334.edb.hkedcity.net/pathways-06.php


其他職業培訓課程 

計劃/課程 主辦機構 
參加資格 

年齡要求 教育程度 

展翅青見計劃  勞工署 15-24歲 

職業發展計劃  
Teen才再現, 
現代學徙 

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 15-20歲 

Teen才再現(中三以下) 

手作仔 – 青少
年就業支援綜合
計劃 

香港小童群益會 15至18歲 中四或以下學歷的青少
年 

晴朗Teen  基督教勵行會培訓服務 15-20歲 中五程度或以下 

人才發展計劃  僱員再培訓局 年滿15歲 
在副學位程度以下 

非常高校 
非常學堂 

香港遊樂場協會 年滿15歲 未完成中五 

http://www.yes.labour.gov.hk/tc/ypyt_app_details.htm
http://www.yes.labour.gov.hk/tc/ypyt_app_details.htm
http://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news_vocational.html
http://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news_vocational.html
http://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
http://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
http://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
http://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
http://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
http://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
http://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
http://www.cats.org.hk/index.php?moduleId=114&pageName=content&pId=104&uId=88
http://www.cats.org.hk/index.php?moduleId=114&pageName=content&pId=104&uId=88
http://www.erb.org/Corp/home/info_pub/zh_TW/
http://www.erb.org/Corp/home/info_pub/zh_TW/
http://www.hkpa.hk/new/


An unfailing strategy  
真正的「攻略」 

Learning 
Experience  

學習經歷 

Career 
Portfolio 學習

檔案 

Identifying 
options and 

Plan B 

升學選擇 

Interest, Ability 
& Missions  

興趣、能力、
願景 



「大學給OLE計分嗎？」--問錯問題！ 

興趣/潛能 

其他學習 
經歷 



A smart and confident look http://www.bm.ust.hk/ug/publications/buzz_10aug.pdf  

http://www.bm.ust.hk/ug/publications/buzz_10aug.pdf
http://www.bm.ust.hk/ug/publications/buzz_10aug.pdf


《明報》15/5/09 



《明報》15/5/09 



入學面試：我總要穿套裝、準備一些令
人滿意的答案？ 

• 在小組討論中要主動參與，對課程須有一定認
知 

• 面試主要著重考生分析能力及時事觸覺；衣著
方面只要自然大方，貼合學生身份便可 

• 以輕鬆的心情投入討論，表達個人的分析和立
場 

• 宜準備1至2分鐘的自我介紹 
• 考生須準時，須分享個人強項及對課程的興趣 
• 面試時要說話清晰，與老師及其他考生有眼神
交流，注意表達技巧。小組面試時不須搶答，
老師會給同學有回答的機會 

• 對有關社會議題須有一定認知 

http://www.hkbu.edu.hk/~hkbu334/file/featured_talk_summary.pdf  

http://www.hkbu.edu.hk/~hkbu334/file/featured_talk_summary.pdf
http://www.hkbu.edu.hk/~hkbu334/file/featured_talk_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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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avigator.edb.hkedcity.net 

 根據學習範疇及院校，搜尋本港院校所提供的升學機會。 

 新學制的學生適用 

 e導航有3個版本 :  網頁版 / 手機網頁版 / 智能手機APP 

e導航課程搜尋工具 

下載APP 

http://enavigator.edb.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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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avigator.edb.hkedcity.net 

e導航課程搜尋工具 

http://enavigator.edb.hkedcity.net/


E-Navigator (e-導航) 



 

www.transition.hkacmgm.org  

http://www.transition.hkacmgm.org/


http://334.edb.hkedcity.net/s6/index.php  

http://334.edb.hkedcity.net/s6/index.php
http://334.edb.hkedcity.net/s6/index.php


寄語家長 
 

• 尊重子女的選擇，但也不要過分保護 

• 不要盲目神化某些出路，也不要盲目否認
較另類的出路 

• 不要盲目追求「人工高、前途好」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