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放榜輔導講座 

為文憑試放榜作好準備 

 
  

17-07-2012 



 文憑試前後重要日程 

 JUPAS改選策略 

 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申請貼士 

 我有我出路：毅進及其他多元出路 

 重讀中六的考慮 

 放榜三寶：導航〃地圖〃指南針  

 720當日安排及放榜後支援 



突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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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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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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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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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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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AD 

>2122 

IVE基礎文憑．． 

>完成中六 

中專、毅進．．． 



720升學及就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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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香港中學文憑考生升學出路（2012) 

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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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德學院） 

15100 

 

 

 

約3400 

合共：約18550 

*副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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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00 

 

約27 900 

合共：約37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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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 

 
約700 

 
 

 

約13 000 

*新毅進課程╱ 
*基礎文憑課程╱*中專教育文憑課

程 

(i)  新毅進課程* 
 

(ii) 職業訓練局 

      基礎文憑課程╱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約15 000 

 

約7 000 

合共：約22 000 

中七高考畢業生╱新高中畢業生 

------------------------------------------ 

日校考生：108 300 

 

*內地／*海外升學 

 

 

*在香港開辦的 

非本地課程#／遙距課程 

  

就業 

 

#  在香港開辦的非本地學士學位課程於2010年新取錄的學生人數約為12 000人，包括第一年學士學位及銜接學位課程。 

^  不設名額限制，視乎報名人數而定。2010年的申請數目約為13 000人。 

*  開辦新毅進課程的院校會盡量提供足夠的學額去吸納合資格的申請人。每間院校會按其情況和資源決定收生的數目。 

 (*同時供應高考／文憑試考生) 



「預計DSE成績為中文、數學、通識、
經濟皆4級，英文5級，地理和企會財3
級，老實說，你應沒機會考入聯招的政
府資助大學課程，更遑論入讀城大法律
、港大文學院及中大英文。…」 
 

《星島》31/1/2012 

可信嗎？** 

文憑試成績估算 



《明報》2010年1月22日 



Ming Pao 20/3  



「預計DSE成績為中文、數學、通識、
經濟皆4級，英文5級，地理和企會財3
級，老實說，你應沒機會考入聯招的政
府資助大學課程，更遑論入讀城大法律
、港大文學院及中大英文。…」 
 

CHI ENG Math LS Econ Geog BAFS 

4 5 4 4 4 3 3 

D C D D D E E 

可信嗎？** 



(星島日報 2012-07-09) 



DSE預算表現 

3322+2: 25% 

~20000 

22222: 35% 

~25000 

<22222:40% 

~29000 

DSE考生多元出路 

學位： 

15150+3400+內地 

副學位： 

~/>22000 

毅進文憑/職訓： 

15000+>20000 

2012新高中文憑試考生：72876人 

Overseas 
studies 

必須留意考評局於放榜前一天的統計資料 



720前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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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成績 



band 



 



 



  

/


 課程選報數目:20項。 

 所選課程分為五個組別 A-E（選擇次序A1-3、
B4-6、C7-10、D11-15、E16-20）。 

 主要要求 
1. 文憑試成績 

2. *面試成績 

3. OEA/SLP -比賽／活動經驗及成就作為大學在
考慮入學申請時的補充資料。 

 

28 

越來越多大學只將面試作marginal case  
(如同分)的tie-breaker 



理
大 

浸
大 

嶺
大 

城
大 

教
院 

中
大 

科
大 

港
大 

理大: 未能符合選修科目成績水平要求的

學生，若在數學科的其中一個延伸單元達
第2 級或以上，可予以特殊考慮。 
 
中大: 選修科目的成績最多兩科可獲加分。 
 
科大: 兩科第3 級，或一科第3 級加數學延  
伸單元達第3 級。 
 
浸大: 理學學士課程，未能符合選修科目

的要求，但在數學科的其中一個延伸單元
達第2 級，可予以特別考慮。 
 

英文 3級 

中文 3級 

數學 2 級 

通識 2 級 

選 
修 
科 

1 
科 
2 
級 

1 
科 
2 
級 

1 
科 
2 
級 

1 
科 
3 
級 

1 
科 
2 
級 

1
/
2 
科 
3 

級
* 

2 

科
* 
3 
級 

2 
科 
3 
級 

HKDSE成績    3+3+2+2   + 2或3級 
                        英  中  數  通         1X 



核心科目的特別要求 學系 / 學院 / 課程 

中文達第5 級 中大﹕環球商業學；國際商貿及中國企業 

中文達第4 級 教院﹕小學/中學中國語文敎育；小學敎育主修中國語文；
語文研究 
 
港大﹕文學院；法律學院；工商管理–法學；政治學及
法理學;社會科學 

英文達第5 級 城大﹕法律 
中大﹕環球商業學；國際商業及中國企業；工商管理–
法律博士；法學(法律學院) 

港大﹕文學院；法律學院；工商管理–法學；政治學及
法律學;牙醫;社會科學 

英文達第4 級 中大﹕英國語文研究；英國語文教育 
教院﹕小學/中學英國語文教育； 
科大﹕工商管理學院 
港大﹕工商管理–會計及財務；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經濟學；經濟金融學；量計金融；牙醫學；教育 
運動及健康；藥劑學；醫學 



核心科目的特別要求 學系 / 學院 / 課程 

數學達第4 級 
 

中大﹕數學與資訊工程學；數學精研 
港大﹕精算學 

數學達第3 級 城大﹕商學院；數學 
中大﹕翻譯；保險、財務及精算學；計量金融學； 
專業會計學；法學(法律學院) ；環球商業學； 
國際商貿及中國企業；醫學；藥劑學；公共衛生； 
風險管理科學；建築學；經濟學；數學及數學教育;工程 
科大﹕工商管理學院 
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工程學院;牙醫 

通識達第3 級 中大﹕翻譯；環球商業學；國際商貿及中國企業； 
通識敎育；醫學；藥劑學；公共衛生；政治及行政學；社
會工作學 
教院﹕通識敎育 
港大﹕牙醫 



必需之選修科科 建議選修科 學系 / 學院 / 課程 

中國文學 浸大﹕中國語言文學 
教院﹕語文研究主修中文 

英語文學 中大﹕英語 
教院﹕語文研究主修英文 

視覺藝術 浸大﹕視覺藝術 
中大﹕藝術 
理大﹕設計(視藝、設計及應用科技或資 訊及通訊科
技為佳) 
教院﹕視覺藝術教育創意藝術及文化 

音樂 中大﹕音樂 浸大﹕(由學系自訂音樂學歷要求) 
教院﹕創意藝術及文化 

數學科單元1 或2

達第三級 
 
*科目:要求達第4 
級 

科大﹕工程學院；理學 

中大﹕計算機工程學；計算機科學；系統工程與工
程管理學；數學及資訊工程學*；電子工程學；機械

與自動化工程學；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保
險、財務與精算學；風險管理科學;數學精研* 

港大﹕工程學院；理學院；精算學；工商管理學
﹝資訊系統﹞；計量金融學 



必需之選修科科 建議選修科 學系 / 學院 / 課程 

數學科單元
1 或2 

港大﹕工程學院 
理大﹕建設及環境；醫療科學；生物醫學工程；放
射學；應用科學；工程 
科大﹕理學院；工程學院學院 
中大﹕數學；數學與訊息工程學；物理；統計學 

化學或 
包括化學的組合
科學或綜合科學 

港大﹕醫學；藥劑學 
中大﹕藥劑學 
中大﹕化學(化學優先) 

物理或 
包括物理的組合
科學 

港大﹕工程學院工商管理﹝資訊系統﹞ 
中大﹕電子工程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訊息工
程學；物理 

物理或 
包括物理的
組合科學 

理大﹕建設及環境；工程 



 

(明報 2012-07-16) 



 

(明報 2012-07-16) 



必需之選修科科 建議選修科 學系 / 學院 / 課程 

生物或包括生物
的組合科學 

港大﹕言語及聽覺科學 

生物或 

包括生物的
組合科學 

中大﹕公共衛生學 

一科理科 港大﹕中醫藥；牙醫；護理學；理學；理學(運動
及健康) (任何一科理科或體育科) 
城大﹕科學及工程 
科大﹕工程學院；理學 
中大﹕醫學；中醫學；訊息工程學；生命科學 

浸大﹕生物；化學；物理；中醫學；生物醫學；中
藥學 

一科理科 理大﹕應用科學；醫療科學 中大﹕護理學 

兩科理科 中大﹕計算機工程學；計算機科學；系統工程與工
程管理學；數 學與訊息工程學 

兩科理科 理大﹕學醫療化驗科學；生物醫學工程；放射學 

Admission Requirement/  

ADMISSION SCORE CALCULATION 

(including formulas and subject weighting) 

http://www.jupas.edu.hk/en/j4/faqs/institutions 

http://www.jupas.edu.hk/en/j4/faqs/institutions


例1:香港科技大學 





例2:香港大學 

Admission score = 

4 core +2 ―X‖s 

Weighting = 

X [1.0~1.5] 



 

例3:香港理工大學 

5**級=6分, 5*級=5分, 5級=4分, 4級=3分 … 如此類推 

Check ―www.polyu.edu.hk/study  Study@PolyU  

HKDSE applicants  Entrance Requirements & Intake No.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ospectus/jsp/entrance_req.

jsp?websiteId=1&schemeId=201110&langId=1  

Admission score = ―4+1‖ 

Reference Score = all total 

Subjects with Heavier Weighting: 

Core = ―10‖ for heavier, ―7‖ for not stated 

Electives = ―10‖ for heavier‖, ―7‖ or ―5‖ for 

not stated 

http://www.polyu.edu.hk/study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ospectus/jsp/entrance_req.jsp?cms_menu_id=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ospectus/jsp/entrance_req.jsp?cms_menu_id=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ospectus/jsp/entrance_req.jsp?cms_menu_id=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ospectus/jsp/entrance_req.jsp?cms_menu_id=


 

例4:香港浸會大學 

No formula 

interview (if any) may count up to 20-50% 



 mainly consider 4 core and 1 elective 

 extra elective subjects will be considered, and bonus points will be 
awarded to up to 2 such subjects.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programmes. 

 School reference, school results, extra-curricular achievements and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candidates will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例5:香港中文大學 

Grade Pt in 4 Core + 1 X 

                    5 
+ bonus points (6th/ 7th X) 

5**級=6分, 5*級=5分, 5級=4分, 4級=3分 … 如此類推 



Ａ同學 

中文５級 

英文４級 

數學５*級 

通識４級 

經濟４級 

BAFS５級 

應選哪個課程？ 

(a)CUHK  Global Business 

 

 

(b)HKUST  SBM 

英文最低要求５級 

英文最低要求４級 

Weighting:  

Eng x2, Math x2 



Ｂ同學 

中文４級 

英文３級 

數學５*級 

通識３級 

物理３級 

化學４級 

M2  ５級 

選哪個課程較有優勢？ 

(a)POLYU  Medical Engineering 

 

 

(b)POLYU  Building Engineering 

Highest Weighting: 

Mathematics;  

M1/M2; 

All single and combined science 

Highest Weighting: 

English;  

Mathematics;  

M1/M2;  

Physics; and  

Combined Science with Physics. 



Ｃ同學 

中文５*級 

英文４級 

數學３級 

通識４級 

生物４級 

化學４級 

選哪個課程較有優勢？ 

(a)POLYU  Optometry 

 

 

(b)POLYU  Physiotherapy 

Highest Weighting: 

English;  

Mathematics; and  

All single and combined science. 

Highest Weighting: 

Chinese;  

English;  

Biology; and  

Combined Science with Biology. 



必須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科目/學系 

「高-中-低」皆有 

切忌只選「三大校」 

需要面試科目放前 

BAND A(1,2,3)至為關鍵 

善用5出5入機制 

若不到33222，便只好將所有副
學位課程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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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1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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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Choice No. 院校 

A 

1 

2 

3 

B 

4 

5 

6 

C 

7 

8 

9 

10 

D 

11 

12 

13 

14 

15 

E 

16 

17 

18 

19 

20 

A1 
 

「搏科｣－心儀，但成績未及的科目, 
HKAL scenario - e.g. 低於其lower 
quartile 
 

A2 
 

「正路｣－有把握之科目, i.e. HKAL 
scenario - 成績與其median/ lower 
quartile 相若 
 

A3 
 

「穩入｣－有十足把握之科目, i.e. HKAL 
scenario -成績較其median/ lower 
quart. 高 
 

B4 
 

「穩入｣－有十足把握之科目, i.e. HKAL 
scenario -成績較其median 高 
 
…

 

…
 

 



49 



50 



51 



52 

學士學位課程 Bachelor Degree 

本地自資的學士學位課程 

HKDSE成績    3+3+2+2   + 2或3級 
                            英  中  數  通         1X 

報名方法：- 直接向院校報名；或 

                      - 透過E-APP (樹人、演藝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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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六月 七月 20/7 八月 九月 29/6 

21-23/7 更改JUPAS

已選報課程的優先次序；
最多可更換5項課程 

3/8前 網上公布

內地高等院校

的錄取結果 

17/8 公布
JUPAS正式遴
選結果 
18/8  申請人
繳交有關款項 

20/8前 內地高

等院校公布最
終免試招生錄
取名單 

28/6 樹仁大學公布

有條件錄取名單 

7月初 香港演藝學院給予

合適申請人有條件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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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及多階出路 

HK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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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 

外地

升學 

公開進修 + 終身學習 

職訓課程 
 

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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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SE成績    2+2+2+2+2 
                          (包中、英 ; 最多兩ApL) 

副學位課程 Sub- Degree 

副學士學位:   通識性質的內容 
    高級文憑:       專門性質的內容 

結業資歷:     四年制大學的一半 

                            可報四年制大學的第三年 
                            可投身輔助專業程度工作(資歷架構第四級) 

修讀期:         二年 

報名方法：- UGC-資助的副學學位 :透過JUPAS 

                      - 自資的副學學位 :透過E-APP, 親身報名 

  

 



 http://www.ipass.edu.hk/ 

現時iPASS網站載有

約65個學士學位和

311個副學位的課程
資料，可供瀏覽 

http://www.ipass.edu.hk/
http://www.ipass.edu.hk/chi/index.aspx


HKDSE 成績直接由考評局遞交予有關
院校 

院校按需要進行面試或給予有條件取錄 
/ 暫取錄資格 

E-APP 將申請轉交有關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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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E-APP 報讀選定的課程 

先在                          瀏覽課程資料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www.eapp.gov.hk 

http://www.eapp.gov.hk/


日期 與 E-APP有關的重要事項 

2月9日  -- ５月20日 E-APP接受申清 

2月  至  6月  各院校處理申請； 
5月至6月：安排面試公布有條件錄取名單 (conditional offer) 

7月20日--7月25日 
                 (中午) 

 

HKDSE成績公布  
[E-APP各院校公布正式遴選錄取名單(Main round offers begin)] 

考評局直接向各院校提供E-APP申請人的HKDSE成績 

7月20日至 7月25日(noon) 

   院校落實錄取名單   /   申請人確認接受錄取，並交留位費(最高$5000) 
iPASS網頁連繫至各院校，提供剩餘學位資訊 

7月25日(中午) 最後限期 : 申請人確認錄取 及 交留位費 

7月  至  8月 後補遴選及調整階段(Auxiliary Round offers) 

各院校按收生情況進行後補遴選及調整 

8月17日 退回留位費 

HKDSE JUPAS結果公佈後，獲JUPAS取錄而放棄經由E-APP錄取的課程， 

   可申請退回留位費 

2012年9月 2012/2013學年開課 
59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HK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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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SE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20/7正式遴選後仍未有E-APP offer者，

不必灰心，仍有機會!  

爭取剩餘學位好時機： 

 20/7 – 25/7 :  獲多個E-APP offers者，在
確選其一之後，會放出多餘的學位 

 17/8 : JUPAS正式遴選公佈後，獲JUPAS
取錄者，會放出經由E-APP錄取的學位 

 3/9；10/9；13/9 : JUPAS補選/第二輪補
選公佈後，獲JUPAS取錄者，會放出經由
E-APP錄取的學位 



 若取得多於一個「有條件取錄」學額，應於這段時
間認真思考選取哪一個作「保險」，並於限期前繳
交一個學位的留位費。 

 

 繳交留位費不等於完成手續。必須必須親身到院校
登記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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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取錄通知書 繳交留位費 登記入學 



五月 六月 七月 20/7 八月 九月 29/6 

20/5 經由
E-APP遞交

申請的最後
期限 

• 10/7 職業

訓練局公布
首輪遴選結
果 

• 至20/7前非聯

紹院校給申請人
有條件取錄通知 

• 20/7 職業訓練局：網上

確認學位、更改課程選擇
或次序 

• 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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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7 職業訓練局公布第
二輪遴選結果 

25/7 獲非聯招院
校取錄的申請人
最遲於中午繳交
留位費**及註冊 

26/7起 非聯招

院校：後補遴
選和註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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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VTC可

獲有條件取
錄後補申請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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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先前不是經EAPP，而是直接向高等院校報讀副學
位（及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同學，必須於720放
榜後將自己的HKDSE成績補交給有關院校，讓它們
考慮你的申請。 

 

 從未報讀任何聯招以外的自資學士／副學位課程，
仍然可以「補飛」，但要留意各院校的截止日期。 

 親身報名：合資格申請人，在有剩餘學額的情況下
，將有機會進行即場面試及獲得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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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學年非聯招專上課程申請資訊及收生安排] 

https://www.eapp.gov.hk/eapp/2012App&AdmInfo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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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pass.edu.hk/ 

http://www.ipass.edu.hk/
http://www.ipass.edu.hk/chi/index.aspx


 

www.transition.hkacmg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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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成績未達5科2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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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SE成績    2+2+2 (如未包英，英文則須  1級) 

新基礎文憑課程  [ 基礎文憑 （級別三）課程 ] 

修讀期 : 一年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應用科學、商業服務 、社會服務 、電腦、設計、工程、 

酒店款接 

由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及青年學院(YC-邱子文)開辦 
設以下共有七個分流： 

銜接安排: 
取得新基礎文憑畢業生可報讀 VTC 的高級文憑課程。 

報名方法：- 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2月29日網上申請 

 - 網上候補申請：2012年5月4日至7月20日 

首年學費 : $29,400(資助)；$46,500(自資)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fd-cours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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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中六 

修讀期 : 一年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由青年學院開辦 

設以下三大專業範疇：  商業、 髮型設計 、專業美容  

銜接安排: 
取得中專教育文憑並完成有關升學指定單元的畢業生
可報讀 VTC 的高級文憑課程。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報名方法：- 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2月29日網上申請 

 - 候補申請：2012年5月4日至7月20日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xt-chi/course-ftps6-dve-courses.html


http://www.vtc.edu.hk/studya

t/html/tc/teachers_and_coun

sellors/new_academic_struc

ture.html  

http://www.vtc.edu.hk/adm

ission/chi/course-ftps6-

financial-assistance-

schemes.html  

其他職訓課程選擇： 
以VTC為例 

新基礎文憑畢業
生資歷等同文憑

試5科2級 

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teachers_and_counsellors/new_academic_structure.html
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teachers_and_counsellors/new_academic_structure.html
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teachers_and_counsellors/new_academic_structure.html
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teachers_and_counsellors/new_academic_structure.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6-financial-assistance-schemes.html


74 

毅進文憑課程(新毅進課程) 

完成中六 

全日制一年 或 兼讀制兩年，共為600小時，包括: 

- 核心單元420小時(中、英、數、通識 和人際傳意技巧) 

- 選修單元180小時(以實用為主，迎合學員的興趣和性向) 

資歷認可： 
= HKDSE 的 22222(包中英) 
若同時修畢延伸數學單元= HKDSE 的 22222(包中英數)  
副學士和高級文憑 (或同等課程) 的入學資格 

報名方法： 1/6–26/7(4pm前) http://www.yjd.edu.hk 網上報名; 

24–25/7 課程資訊及報名—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取錄公佈：抽籤取錄，並非先到到得， 
      結果於 30/7前電郵 / SMS 通知 

http://www.yjd.edu.hk/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共有 7 所院校提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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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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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位課程 

副學士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毅進文憑 

中六離校生 



 毅進文憑的資歷獲政府接納為符合逾30個以中學
文憑試5科(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第2級程度
為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系的學歷要求 

 

 而修畢延伸數學選修單元的學員獲頒發的毅進文
憑，亦獲政府接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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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程度為
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系 



 首屆毅進文憑課程提供142項選修科 

 開辦毅進的院校不斷努力提升課程質素，並緊貼市場走
勢，毅進文憑的課程內容將更為豐富及多元化，課程範
疇有13類： 

 

 

– 紀律部隊實務及保安 

– 表演藝術、設計及創意媒
體藝術 

–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
學 

– 語言、翻譯及文學 

– 醫療、衛生、保健及護理 

– 工程及科技 
 

– 美容、美髮及家政 

– 商業及管理 

– 會計、金融及貿易 

–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 休閒康樂、旅遊、餐飲及款待服務 

– 社區服務及社會科學 

– 大眾傳媒、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1. 學費:$30,000 / $32,000 

2. 其他費用 (各院校備註) 

3. 申請費:$200 (PPS, 7-11) 

1. 學費發還 - 單元計:(出席率 + 總成績) 

   30%  免入息審查 

   50% / 100% 入息審查 

2. 免入息審查貸款 

3. 車船 / 上網費津貼 (全日制，家庭入息審查) 

 



6月1日至7月26日下午4時正前  

透過互聯網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網址：http://www.yjd.edu.hk 

 

7月24-25日    課程咨詢日 

7月26日下午4時正 截止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7月28-30日    電郵(取錄通知書)；或 

     可登入本系統查閱取錄結果 

(取錄名額,電腦抽籤,非先到先得) 



五月 六月 七月 20/7 八月 九月 29/6 

1/6-26/7  
開始接受網上
申請毅進文憑 

24-25/7 毅進
文憑課程聯招 

http://www.yjd.edu.hk  
• 毅進文憑的資歷獲政府接納為符合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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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職級包括助理外勤統計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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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員獲頒發的毅進文
憑，亦獲政府接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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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職級包
括助理文書主任、助理稅務主任及二級物料供
應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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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前**  
以電郵/SMS通知申請人
取錄結果 
7月30日或以後 
到院校註冊及繳交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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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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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中六 

其他職業培訓課程 

0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課程 
0 製衣業訓練局課程 

0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 
0 僱員再培訓局「青年就業啓航」證書課程 

0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0 其他(如:明愛、青年會等) 

0 職業訓練局-推續進修課程(如:中厨、旅遊、海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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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縱專業發展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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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c.edu.hk/vdp/ma/
http://www.vtc.edu.hk/vdp/ma/
http://www.bgca.org.hk/bgca06/main/press.asp?lang=C&id=336
http://www.bgca.org.hk/bgca06/main/press.asp?lang=C&id=336
http://www.bgca.org.hk/bgca06/main/press.asp?lang=C&id=336
http://www.bgca.org.hk/bgca06/main/press.asp?lang=C&id=336
http://www.bgca.org.hk/bgca06/main/press.asp?lang=C&id=336
http://www.bgca.org.hk/bgca06/main/press.asp?lang=C&id=336
http://www.bgca.org.hk/bgca06/main/press.asp?lang=C&id=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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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index.html


http://www2.jobs.gov.hk/1/0/WebForm/ 



http://www1.jobs.gov.hk/1/0/WebForm/i

nformation/tc/nss/index.aspx  

http://www1.jobs.gov.hk/1/0/WebForm/information/tc/nss/index.aspx
http://www1.jobs.gov.hk/1/0/WebForm/information/tc/nss/index.aspx


https://cd.edb.gov.hk/EmploymentSupport/chi/index.asp  

https://cd.edb.gov.hk/EmploymentSupport/chi/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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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核心科目： 
(1)考獲3322,及 
(2)其中一科的考獲成績與估算成績 
   相差兩級 
 

過去的學習態度和表現良好 

宣基原校重讀收生準則 



失手？ 

太遲發力？ 

過去三年都沒認真學習？ 

文憑試學習模式（如學科組合）不適合自己？ 

另覓出路會否是一片新天地？ 

是否已有明確的事業（人生）發展方向？ 

 

希望同學與家長能心平氣和溝通，尋求最適合同
學的出路 



能否在大半年時間內追回三年的學習
內容？ 

考評局要求日校重讀生重做中六部份
的SBA，自己是否能夠應付？ 

若以自修生身份重讀，在沒有老師指
導的情況下，自己是否能夠應付？ 



原校重讀： 

到校務處領取申請表，填妥後，連同
所需資料交回校務處，學校會稍後通
知你有關安排 

其他學校重讀： 

請參考相關升學資料，然後親身到有
關學校報名 



放榜三寶 

導航〃地圖〃指南針 

及其他資訊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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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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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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導航課程搜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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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導航課程搜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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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No. Responsible section 

Enquiry about forgetting 

HKEdCity Citizen ID and 

passwords 

2624 1000 (office hours) Hong Kong Education City 

General Enquiry (about 

searching programmes, input 

HKDSE 

result, downloading and 

installing APP, etc.) 

2892 6437 (office hours) 
Life-wide Learning and Library 

section, CDI, EDB 

Other enquiry channel lwl@edb.gov.hk 
Life-wide Learning and Library 

section, CDI, EDB 

In sum, we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r enquiries of e-Navigator: 

  

mailto:lwl@edb.gov.hk


 http://www.studywha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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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畢業生升學輔導手冊2012 

 印刷版 

 

 

 

 

 

 網頁版 

http://www.ipass.gov.hk/chi/ebook2012/handbook.html 

http://www.ipass.gov.hk/chi/ebook2012/hand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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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指南針 

 印刷版 

 

 

 

 

 

 網頁版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pamphlet_2012.pdf 

http://www.ipass.gov.hk/chi/ebook2012/hand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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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b.gov.hk/nas 

教育局網上資訊平台 

http://www.edb.gov.hk/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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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升學 

各院校獨立招生 

如: 暨南+華僑大學--港澳台聯合招生 

報名時間：2012年7月23日-8月1日    

面試時間：2012年8月4、5日 

http://www.chinaeduguide.edu.hk/page.php?id=P00315  

免試招生計劃 

(20/2 –5/3報名) 

http://www.ecogd.edu.cn/mssbm/index_dl.jsp 

參加港澳台聯合招生考試 

(1/3 – 15/3報名)        

http://www.chinaeduguide.edu.hk/page.php?id=P00315
http://www.ecogd.edu.cn/mssbm/index_dl.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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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學 

海外院校就香港中學文憑訂定的入學要求 

 www.hkeaa.edu.hk/en/ir/ircountry_hkdse.html 

 

 

 

     

個別院校的
入學要求 

http://www.hkeaa.edu.hk/en/ir/ircountry_hkd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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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支援服務 

Cheung Sha Wan 

Kwun Tong 

Tin Shui Wai 

 僱員再培訓局(ERB)為畢業生提供一對一就業指導 

 2012年7月23-27日提供預約服務 

 3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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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及家長8:45進入禮堂，請帶備： 

◦ (1) 文憑試放榜前自我評估工具 

◦ (2) 聯招選科課程排序（最新） 

◦ (3) iPass課程選擇及有條件取錄通知 

◦ (4) 其他已報名的升學/訓練選擇文件 

◦ (5) 校內成績表、SLP（正本及影印本） 

◦ (6) 可上網的電子產品 

◦ (7) 適量現金（交通、報名費） 

 9:00-9:15祈禱勉勵、重要宣佈如考評局統計、成績覆核等 

 9:15-9:30派發成績單 

 9:30-9:45針對性的升學策略/提點 

 9:45-12:30個別升學輔導及情緒支援 



 填寫「覆核成績申請表」。表格可到校務處索取或於內
聯網學生佈告板下載 

 辦公時間交回「覆核成績申請表」到校務處 或 吳慧珍
老師 

 20/7(星期五): 8:00a.m. – 4p.m. 

 21/7 (星期六): 8:00a.m. – 12:00noon 

 23-24/7 (星期一至二): 8:00a.m. – 4p.m. 

 25/7 (星期三): 8:00a.m. – 12:00noon 

 學校會即時列印「覆核成績申請核對表」予考生 

 考評局將發送電郵予考生確認其申請及提供有關的申請
資料供考生核實 

 繳費單亦會於7月26日電郵給考生以繳付申請費用 

 考生務必按時繳付申請費用(26/7 - 1/8 5:00pm 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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