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五家長講座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 



講座內容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簡介 

相關學位的供應 

新高中學制畢業生的多元出路 

中五出路 

學生分享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今屆中五學生會在完成六年中學教育後， 於
2019年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考生將報考香港中學文憑的四個核心科目(中
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及兩至
三個選修科目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公開考試(筆試) 

校本評核 * 

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
報評核結果  

 

 



校本評核(SBA) 
 

在中五、中六學年，由任課教師於學與教過程中
進行評核  

 

評核的分數將計算入學生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
績 
一般佔公開評核成績的15-30% 

認真完成 



新高中資料套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水平參照匯報模式 

詳情請瀏覽網址： 

若考生的表現和能力達到一定水平，便可以取
得相應的等級，不會因其他考生的相對成績受
影響 

各等級說明考生具體能力及表現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introduction/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introduction/


2017學位供應及2018學位供應的估計 
2017 

考獲符合升讀大學學位之
要求(33222)的人數  

20,801 (日校考生) 
*21,399 (全體考生) 

政府資助學士學位 (全日
制)  

15,170 (扣除撥作取錄非本地及非聯招收生
學額後~12-13,000) 

自資本地學士學位 (全日
制)  

8,500 

政府資助副學位(全日制)  11,100 

自資副學位(全日制)  19,100 

專上學位總數  53,870 (扣除撥作取錄非本地及非聯招收生
學額約~50,700) 

資料來源：教育局及《中學畢業生升學輔導手冊2017》及香港考評局 

http://www.cspe.edu.hk/ebook2017/handbook.html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20170711_Results_HKDSE_FULL_

CHI.pdf 

 

 

http://www.cspe.edu.hk/ebook2017/handbook.html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20170711_Results_HKDSE_FULL_CHI.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20170711_Results_HKDSE_FULL_CHI.pdf


競爭分布形勢 

資料來源：學友社《出路指南2017第1冊 》 

包括自資課程 



給家長的建議： 

與子女一起預計成績 

 

參考本校提供有關子女各科的 ‘Expected 

Level (預計成績)’ 

 

與班主任聯絡,了解子女最新的學習情況 



新高中多元出路途徑 

現今香港的升學途徑多元化 

方法及機會比舊學制多 

升讀學士學位並非只有聯招一途 

可選擇非聯招院校開辦的自資學
士學位課程／副學士／高級文憑 

 



資料來源：學友社《出路指南2017第1冊 》 



預計成績: **22分或以上 (*19-21

分屬邊緣) 

出路一: 大學聯招辦法
JUPAS 

**（中英數通識4核心科加1選修科） 



出路一: 大學聯招辦法JUPAS 
 資助學位課程 （八大院校）*取得22分或以上成績 

 ﹝城大﹞﹝浸大﹞﹝嶺大﹞﹝中大﹞﹝教大﹞﹝理大﹞  

 ﹝科大﹞﹝港大﹞  

 資助副學位課程（城大、理大、教院） 
 城大：全日制副學士學位課程  

 教大：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  

 理大：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將逐年減少) 

 自資榮譽學位課程 （公大）＊非政府資助 

 自資榮譽學位課程 ＊政府資助「指定專業／界別課
程資助計劃 (SSSDP) http://www.cspe.edu.hk/sssdp/ZH/sssdp.asp 

(2018-19):公開大學、職訓局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Thei)、珠海
學院、恒生管理學院、明愛專上學院及東華學院六間自資院校
37個課程 http://www.cspe.edu.hk/sssdp/ZH/programmes1819.asp 

專業導向為主 

 

 

 

http://www.cspe.edu.hk/sssdp/ZH/sssdp.asp
http://www.cspe.edu.hk/sssdp/ZH/programmes1819.asp


＊收生成績（例）： 
公大護理學 (2016-17)    平均收21分 

明愛專上學院         平均收19.82分 

職訓局時裝設計     平均收17分 

職訓局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THEI)園境建築 平均收19分 
（資料來源：«聯招號外2017-18») 

 

＊學費經資助後約每年4萬或7萬 (**每屆資助3,000名) 

＊有些課程要求面試 

＊收生基本要求：大部分院校要求4核心科目＋1選 
修科目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大學一般入學最低要求 
英國語文科： 第3級 (部份院校課程收第4級) 
中國語文科： 第3級 

數學科： 第2級 

通識教育科： 第2級 

選修科目：第2級(部份院校收第3級) 
 
2013: 首次將學生成績量化 

 

 

 

•最高５**為７分，５*為６分，餘此類推 

•１級得１分 

•計算：4科核心科目＋2科選修科/ 4科核心科目＋1科選修
科/最佳5科成績(大多包括中英)/最佳6科成績(e.g.港大醫
科) 

•2017參考：22分或以上才較易獲得政府資助學位 

 

 

5** 5* 5 4 3 2 1 

7 6 5 4 3 2 1 

2017計算新變動:  

嶺大明年(2017)收生 全部
課程計DSE最佳5科 

 

http://std.stheadline.com/d

aily/news-

content.php?id=1678905&

target=2 

 

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news-content.php?id=1678905&target=2
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news-content.php?id=1678905&target=2
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news-content.php?id=1678905&target=2
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news-content.php?id=1678905&target=2
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news-content.php?id=1678905&target=2


文憑試結果：水漲船高 
 2017年:近2.1萬人名考生(連自修生)考獲入大學最低成績 

(=33222) 

 雖然有約2.1萬多名考生手持「大學入場券」，只有1.5萬個
學位（未扣除非聯招收生學額），即平均每1.4人爭1個學額
。(比較首屆: 1.87人爭一席) 

 近8,000名考生的最佳5科（包括4個核心科目加1選修科）
成績考獲22分或以上，料可穩入八大。19至21分者仍處於
邊緣位置，預計有逾6,000名「邊緣」考生，爭奪餘下約
5000聯招學位。 

 八大將最低收生成績定為「三三二二」，但被不少家長批評
「形同虛設」，直指分數連資助的副學位都不獲取錄。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2/s00001/1499796288
792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2/s00001/1499796288792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2/s00001/1499796288792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2/s00001/1499796288792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8/

s00002/1500314676148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8/s00002/1500314676148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8/s00002/1500314676148


考慮現況 
小結: 

八大趨勢:各院校各課程收生成績升了1-2分 

22分或以上有較高機會奪得學位 

但19至21分因屬「邊緣」，應同時尋求其他聯招以
外的大專課程：出路包括自資學位、資助或自資副
學位課程等。 

 

 

參考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2/s00001/149

9796288792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20170711_Results_HKDSE_FU

LL_CHI.pdf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2/s00001/1499796288792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712/s00001/1499796288792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20170711_Results_HKDSE_FULL_CHI.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20170711_Results_HKDSE_FULL_CHI.pdf


給家長建議的準備工作: 

2017至2018年10月: 

 瞭解院校特色及收生要求 (各院校網頁，參觀各院
校開放日, JUPAS, E-APP及iPASS網頁） 

 收生標準常有變動 

 學系收生 VS. 學院收生 

本校支援: 

 Academic adviser scheme (學術諮詢計劃) 

 2018 年5月:讓學生了解如何撰寫自我介紹文章（
Additional Information) 

 2018年9月至11月: Advisers (學術諮詢導師) 協助
學生排列JUPAS次序 

 比賽、活動的經驗和成就(OEA)  //  學生學習概覽
（SLP) 

 



預計成績: 22分以下 

出路二:聯招以外的出路 



出路二:聯招以外的出路 
**18分至21分左右 

1. 資助演藝課程 （學位、高級文憑、文憑） 

2. 自資學士課程 **E-APP/直接報名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公開大學、樹仁大學、職業訓練局THEi 

 明愛專上學院、珠海學院、恆生管理學院、東華學院、明德學院 

**11至18分左右 

1. 職訓局 VTC/ HKDI高級文憑課程 (資助及自資) 

2. 自資副學位課程 **E-APP/直接報名 

 經評審自資副學位 

（＊可參考「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www.ipass.gov.hk) 

 
提醒:無論預計成績是如何, 別忘記申報一些課程 



自資學位基本入學要求 (只供參考) 

中文:3 

英文: 3 

數學: 2 

通識: 2 

選修科: 2 (樹仁: 一科/兩科3) 





 

每年資助3萬 涵蓋300課程 

 



合資格自資院校名單 

 
 公開大學（包括李嘉誠專業

進修學院） 

 職訓局轄下高等教育科技學
院（THEi） 

 職訓局轄下才晉高等教育學
院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香港
分校） 

 香港樹仁大學 

 

 明愛專上學院 

 珠海學院 

 恒生管理學院 

 東華學院 

 明德學院 

 宏恩基督教學院 

 港專學院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資料來源：教育局 

 

 



副學位課程(Sub-degree Programme)

簡介 

是一個專上教育資歷的統稱 

包括： 

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課程 

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課程 

專業文憑 (Professional Diploma)課程 

修讀年期多為兩年制 

 

重通識 

職業導向 



副學位課程入學要求 

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五科達第二水平(包括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其
他科目可包括應用學習科目，最多作兩科計算。 
 

2. 新毅進計劃  
香港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與教育局就新高中學制
制定新毅進計劃，畢業學員可取得相當於香港中學
文憑五科第二級水平。 



副學位畢業生升學階梯 
 

同學副學位畢業後可報讀 

 

本地(政府資助/自資)學士學位銜接課程 或 
 

 

 

 

 
海外大學學士學位銜接課程 (例如:美國第四年､英國第三年) 

 

 

政府在2014《施政報告》中公布： 

逐步由2015/16 學年起及緊接的三年規劃期內，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教資會)資助的高年級學士收生學額分階段再增加1 000個，即由每
年4 000個增至2018/2019年5 000個。 

資料來源： http://www.legco.gov.hk/yr14-

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政府承認高級文憑及副學士為 
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位 

 持高級文憑及副學士的人士可投身基層管理及有關專業的助理崗位。 
 政府共有十八個職系以經本地評審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為其入職的學歷要求，包括 

 救護主任 
 二級系統分析/程序編製主任 
 助理新聞主任(分流：一般工作或攝影) 
 二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配藥員 
 二級衛生督察 
 入境事務主任 
 工業主任(懲教事務) 
 海關督察 
 民航事務主任(適航) 
 警察督察 
 二級職業安全主任 
 懲教主任 
 警察二級翻譯主任 
 消防隊長(行動組) 
 二級統計主任 
 測量主任(分流：工程、土地、攝影測量及規劃) 
 二級政府車輛事務主任 



「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是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網上電子報名
系統，所有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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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app.gov.hk/eapp/info/zh_HK/oth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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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估計時間)：首輪申請開始 (2019 

DSE同學） 

https://www.eapp.gov.hk/eapp/info/zh_HK/other.htm


預計成績: 2222至222 (或須包括中英文) *10分以下 

 認可基礎文憑/證書（級別三）課程 

中六畢業出路(完成考試) 

 毅進文憑課程  (2017:*約5000個學額) 

 職訓局IVE/HKDI基礎文憑（級別三）/職專文憑  
(2017:*約5,500個學額 ) 

 其他認可文憑/證書課程 

 非本地自資學位課程(HKU Space/ 公大LiPace/ 藝
術學院 /科專 / 薩凡納) 

 海外升學及內地升學 

 重讀中六 

 就業 

 

 



資料來源：學友社《出路指南2017第1冊 》 



海外升學 

•熱門的地方：英、美、澳、加 

•海外升學，要考慮經濟能力。 

•先決定升學的地方，再決定入讀哪間
大學及因應興趣選讀課程。 

•同學宜及早了解升學手續及辦理簽證、
英文能力測試、當地的學制、大學的
水準及排名、課程的認受性等。（*注
意：不要錯報，留意預備班的資格） 



內地升學： 升學銜接 
 內地大學本科一般學科為四年制，

與香港相同。 

 免試：兩地已於2004年簽署《內地
與香港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位
證明的備忘錄》，確認兩地認可高
等院校在升學銜接上學歷相認，香
港學生無須應考內地聯招試。 

  （2017年有 90所院校參與） 
 

資料來源: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
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
scheme/pilot_scheme_2017/listr.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7/listr.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7/listr.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7/listr.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7/listr.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7/listr.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7/listr.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7/listr.pdf


台灣升學 

分一般大學和技職大學 

獎勵工讀機會多(十多種獎學金) 

以中文授課 

免試申請 

最受香港學生歡迎（首三位課
程）： 
１）人文科 １４％ 
２）工程科 １２％ 
３）工商管理 １１％ 報名機構: 

海華服務基金 



澳門升學 

較具特色課程: 

旅遊、酒店及廚藝管理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文化遺產管理 

體育及運動 

中醫藥 

中葡翻譯 



給家長的建議： 

多搜集有關升學資料，並就所知的資料與子
女溝通 



中五出路 
 職業訓練局課程 

職專文憑(前稱｢中專文憑｣) 

最低入學要求：完成中三 

修讀期：3-4 年 

舉辦院校：青年學院(VTC成員之一) 

 專業文憑／證書課程 

最低入學要求：完成中三 

修讀期：按個別課程而定 

舉辦院校：中華廚藝學院、海事訓練學院、旅遊服務
業培訓發展中心 

 高中學院提供之非中學文憑課程(e.g. 展翅計劃、青少年見習
就業計劃） 

 

 

 



中五出路(續) 

私校 

高中學院 (開辦證書文憑/課程) 

明愛華德中書院 

例: 工作為體驗學習課程 

邱子文高中學校 (為職訓局成員) 

例:雙軌升學途徑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例: 創意職業導向課程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例: 工作為本學習課程 



本校支援 
 2017年10月27日:職業探索｢醫校同行｣急救訓
練暨醫護工作簡介 

 2018年1月: 中五離校生及中六畢業生出路講
座，認識多元出路，亦會介紹JUPAS 

 2018年2月：Career day+全級中五參觀教育
及職業博覽會，探索升學及就業機會  

 2017年11月18年5月(班主任課): ：生涯地圖
、香港事業興趣測驗 、「如何撰寫Additional 

Information (自我介紹文章) 」 

 

 

 

 

 



本校支援 
 2018年9-11月:大學聯招講座、升學出路簡介 
及大學聯招網上註冊  

 2018年9月至10月：與Academic Advisor (學
術諮詢導師) 會面，協助撰寫Additional 
Information (自我介紹文章) 

 2019年1月: E-APP 註冊 

 2018年年底或2019年2月:大學面試工作坊 



e導航 (App/ Webpage) 
http://enavigator.edb.hkedcity.net/main/index.php 

 搜尋工具 

常更新 

方便易明 

提供院校去年聯招課程收
生成績 

http://enavigator.edb.hkedcity.net/main/index.php


重要網址： 
 JUPAS: 

 http://www.jupas.edu.hk/tc/ 

 學友社： 

 http://www.hyc.org.hk/news/index.php 

 http://www.student.hk/  (學生專線網頁) 

 IPASS(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https://www.eapp.gov.hk/eapp/index_zh.htm 

 

 

http://www.jupas.edu.hk/tc/
http://www.hyc.org.hk/news/index.php
http://www.student.hk/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
https://www.eapp.gov.hk/eapp/index_zh.htm


重要日程 

 2018年9月底至12月初: JUPAS報名 

 2018年9月至11月初：大學院校資訊日 

 2018年11月底至12月：E-APP申請人用戶指
南及E-APP宣傳單張可供下載及首輪申請開
始  



總結: 

預計各層次成績，制定多個出路方向，別只依
靠聯招作唯一出路 （多手準備） 

與班主任緊密聯絡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老師： 

黃陳凱兒老師 （中五升學事宜） 

劉黃家文老師  (中六JUPAS事宜） 

盧黃幸山老師（升學及擇業組主任、中六JUPAS

事宜) 



學生分享 



多聆聽 ＋ 有效溝通 

 

｢成長需要經歷｣ 



由於各出路途徑多元紛陳及不時更新，如有漏誤，敬希
包容指正。所有資料，概以當局及院校最新公布為準。  

 

另外,文憑試成績建議的出路只屬參考而非絕對及唯一
選擇。家長應多搜集不同資料及作多心手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