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六級

多元升學出路講座



程序

學生以學校 Gmail 電郵戶口登入指定的網上會議室

• 簡介JUPAS 之作用 曾麗安老師

• 簡介申請JUPAS行政程序 曾麗安老師

• 生涯規劃組組對中六學生的支援 曾麗安老師

• 中六學生多元出路簡介 曾麗安老師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Jupas」
•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是協助持有香港中

學文憑成績﹝過往及／或應屆﹞的本地

學生，申請修讀以下課程的主要途徑：

1/ 由下列 8所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的教資會

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香港浸會大學（浸大）、

嶺南大學（嶺大）、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香港理工大學（理大）、

香港科技大學（科大）、香港大學（港大）；



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可
報讀課程：

2 / 教大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

3/ 由香港都會大學（都大）提供的自

資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4/ 由SSSDP「資助計劃」院校提供

的SSSDP「資助計劃」全日制學士

學位課程。



SSSDP「資助計劃」

• 資助每屆約 3,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

疇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指定學

士學位課程。



SSSDP「資助計劃」課程必須符合下列規
定方符合資格參與SSSDP「資助計劃」：

• 必須為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學士學位
課程；

• 屬於相關的政策局／部門為培育所需人
才以支援有殷切人力資源需求的特定行
業而指定的課程；及

• 學費須下調以反映所獲的資助。



2022至2023學年SSSDP「資助
計劃」的院校包括：

1.明愛專上學院；

2.珠海學院；

3.香港都會大學（都大）；

4.香港樹仁大學（仁大）；

5.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香港高科院）；

6.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

7. 東華學院（東華）；及

8. 香港伍輪貢學院。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 部分課程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 部分課程



「大學聯招辦法」參與院校課程的學費





SSSDP「資助計劃」課程學費



介紹Jupas首頁重要資料
https://www.jupas.edu.hk/tc/

點擊



可選報的課程：選取院校

點擊相關院校



點擊可提
供之課程



點擊課程之Jupas No.以瞭解個別課程之具體內
容 (如收生要求收生人數、面試安排等)



2022至2023年度各大院校收生準則簡表
(下列資料採自大學聯招及各院校網頁，截至2021年10月3日)

機構 一般最低入學要求 計分方法
香港中文大學

http://www.cuhk
.edu.hk/adm/jup
as/leaflet-v1.pdf

http://www.cuhk
.edu.hk/adm/jup
as/leaflet-v2.pdf

中、英文 ﹕3 級
數學、通識﹕2 級

2 科選修科目 / 1科選修科
目 + M1/M2 ﹕3級

1) 最佳 5科或
2) - 4個主科 + 2 個最佳

選修科
- 4個主科 + 1個最佳
選修科 + M1

香港科技大學 中、英文﹕3 級
數學、通識﹕2 級

2 科選修科目 / 1科選修科
目 + M1/M2 ﹕3級

https://join.hkust.edu.hk
/admissions/jupas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leaflet-v1.pdf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leaflet-v2.pdf
https://join.hkust.edu.hk/admissions/jupas


機構 一般最低入學要求 計分方法

香港大學 中、英文 ﹕3 級
數學、通識﹕2 級

2 科選修科目 / 1科選修
科目 + M1/M2 ﹕3級

https://admissions.h
ku.hk/apply/jupas

香港城市大學 學位課程
中、英文﹕3 級
數學、通識﹕2 級

2 科選修科目 / 1科選修
科目 + M1/M2 ﹕3級

1) 最佳 6 科

2) 最佳 5 

3) 4個主科 + 2個

選修科

https://www.admo.ci
tyu.edu.hk/jupas/ass
essment/bd

https://admissions.hku.hk/apply/jupas
https://www.admo.cityu.edu.hk/jupas/assessment/bd


機構 一般最低入學要求 計分方法
嶺南大學 中、英文﹕3級

數學、通識﹕2級
1 科選修科目﹕2級

最佳 5科

https://www.ln.edu.hk/adm
issions/ug/jupas/admission-

score

香港理工大學 學位課程
中、英文﹕3 級
數學、通識﹕2 級
2 科選修科目 / 1科選修
科目 + M1/M2 ﹕3級

1) 最佳 5科
2) 中文、英文 + 3 個最佳

其他科目
3) 4個主科 + 2個選修科
4) 最佳 6科

http://www51.polyu.edu.h
k/eprospectus/ug/jupas/pr
ogramme-requirements

https://www.ln.edu.hk/admissions/ug/jupas/admission-score
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ectus/ug/jupas/programme-requirements


機構 一般最低入學要求 計分方法
香港浸會大學

https://admission
s.hkbu.edu.hk/en/
hkdse.html#sectio

nContent38

中、英文﹕3 級
數學、通識﹕2 級

2 科選修科目 / 1科選修
科目 + M1/M2 ﹕3級

1) 4個主科 + 2個選修科
2) 任何最佳 6 科
3) 任何最佳 5科
4) 最佳5科(包括中文及

英文)
5) 最佳5科(包括英文)

https://admissions.hkbu.e
du.hk/uploads/en/downlo
ad/pdf/Subject_Weight_T
able-_2021entry_.pdf

香港都會大學 中、英文﹕3 級
數學、通識﹕2 級

1 科選修科目﹕2 級

1) 4個主科 + 1個選修科
2) 任何5科最佳成績

https://admissions.hkmu.
edu.hk/ug/jupas/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en/hkdse.html#sectionContent38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uploads/en/download/pdf/Subject_Weight_Table-_2021entry_.pdf
https://admissions.hkmu.edu.hk/ug/jupas/


***各院校的部分學科有額外的入學要求，亦各有加分的選修
科目，計分之比重亦不同，同學須瀏覽相關院校 /學科網頁。

機構 一般最低入學要
求

計分方法

香港教育大學 學位課程
中、英文﹕3 級
數學、通識﹕2 級
1 科選修科目﹕2 級

任何5科最佳成績

https://www.apply.eduhk.hk/u
g/jupas_scores

香港教育大學 高級文憑課程

中、英文﹕ 2 級
其他 3 科科目﹕2 級

任何5科最佳成績

https://www.apply.eduhk.hk/u
g/sites/default/files/2021-

09/admission%20scores_2021.
pdf

https://www.apply.eduhk.hk/ug/jupas_scores
https://www.apply.eduhk.hk/ug/sites/default/files/2021-09/admission%20scores_2021.pdf


申請 JUPAS 的行政程序及日期

• 申請方法：
– 只接受學生直接透過網上申請。

– 網址：http://www.jupas.edu.hk

• 重要日期：
– 學生連網呈交網上申請：

2021年10月6日– 202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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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必須於 10月29日完成JUPAS申請之繳費

• 學生必須於 12月 1日完成大學課程選擇程序

• HKDSE放榜日期為 2022年7月20日

• 學生需於放榜後更改課程選擇次序：

暫定 為 2022/07/21 – 2022/07/23

• 第一輪公布學位分派 暫定 為 2022年8月10日

申請 JUPAS 的行政程序及日期



繳交申請費 ($460)途徑

• 信用咭

• 網上繳費靈

• 電子銀行服務 (只適用於私人戶口)

• 現金（東亞銀行）



繳費渠道 – 現金繳付注意事項

• 銀行 : 東亞銀行 The Bank of East Asia 

(BEA)

• 賬戶名稱: 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 (JUPAS)

• 賬戶號碼: 176-40-03002-6

• 繳費時必須出示申請人 (學生) 的香港身
份證號碼作登記

• 不接受支票付款/ 櫃員機過數



不申請 JUPAS 的學生請到辦公室

取不申請之聲明書及

須於10月29日或之前交回

申請 JUPAS 的行政程序及日期



生涯規劃組對中六學生的支援

1/生涯規劃組老師將針對本校的準畢業生
進行小組輔導

日期：11-10-2021 – 30-11-2021

2/ 安排不同升學講座

3/ 參觀大學資訊日

4/ 安排面試講座及工作坊



圖片來源：教育局

中六學生多元出路簡介



資
歷
架
構

圖片來源：教育局



中六學生多元出路簡介

•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

1/ 本港私立大學/大專

2/ 台灣升學

3/ 內地升學

4/ 海外升學

5/ IVE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私立大學/大專

1) 香港樹仁大學：4年制學士課程
https://www.hksyu.edu/tc/admissions/undergr

aduate/

最低入學要求：

中文(3級) + 英文(3級) + 數學(2級) +

通識(2級) + 任何一科選修科(2級)

https://www.hksyu.edu/tc/admissions/undergraduate/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私立大學/大專

2) 香港珠海學院： 4年制學士課程

https://www.chuhai.edu.hk/zh-
hant/%E9%A6%99%E6%B8%AF%E4
%B8%AD%E5%AD%B8%E6%96%87
%E6%86%91%E5%AD%B8%E7%94%
9F

最低入學要求：

中文 (3級) + 英文 (3級) + 數學 (2級)

+ 通識 (2級) + 任何一科選修科 (2級)

https://www.chuhai.edu.hk/zh-hant/%E9%A6%99%E6%B8%AF%E4%B8%AD%E5%AD%B8%E6%96%87%E6%86%91%E5%AD%B8%E7%94%9F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私立大學/大專

3) 東華學院： 4年制學士課程
最低入學要求：

中文(3級) + 英文(3級) +數學 (2級) +

通識(2級) + 任何一科選修科(2級) / 

應用學習科

https://www.twc.edu.hk/tc/Administration_Unit
s/reg/our_service/prospective_students/admissi
on_requirement

https://www.twc.edu.hk/tc/Administration_Units/reg/our_service/prospective_students/admission_requirement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私立大學/大專

4)    香港恆生大學： 4年制學士課程
最低入學要求：

中文(3級)+英文(3級) + 數學(2級) +

通識(2 級) +任何一科選修科(2級)

https://registry.hsu.edu.hk/hk/prospective-
students/undergraduate/year-1-
entry/hkdse/requirements/

https://registry.hsu.edu.hk/hk/prospective-students/undergraduate/year-1-entry/hkdse/requirements/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副學士/高級文憑課程

以下機構提供全日制經評審副學士或高級

文憑課程的院校：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浸會大學、理工大學、

城市大學、嶺南大學、教育大學、香港恒生大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

伍倫貢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明愛白

英奇專業學校、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都會大學、香港專上學院(HKCC) 等等。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簡稱Concourse)

• https://www.cspe.edu.hk/tc/index.html

- 提供多元化的優質專上課程資訊。

- 在此平台可連繫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

「 iPASS 」

及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

https://www.cspe.edu.hk/tc/index.html


「iPASS」─經評審專上課程
資料

• 這個資料網除自資經本地評審專上課程
外，亦會羅列各間專上院校提供的「大
學聯合招生辦法」以外的全日制高級文
憑、副學士和學士學位課程資料，包括
由職業訓練局提供的政府資助副學位課
程及香港演藝學院提供的政府資助學士
學位課程。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 是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專上課程網上報名系統。
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的考生預先報
讀「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以外全日制經
本地評審的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當中包括「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下的副學位課程
及「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
入息審查資助計劃」下大部分合資格課程。



高級文憑與 副學士的分別

• 高級文憑和副學士均屬專上教育課程，
同樣隸屬資歷架構下的第四級及具有獨
立的結業資格的資歷，大致相等於大學
學位的二分之一。

• 畢業生可報讀四年制大學學位課程的第
二或第三年。



高級文憑與 副學士的分別

課程 特色

副學士
學位

屬通識性質的內容（例如語文、
資訊科技、通識等）須佔課程至
少六成。

高級文憑

屬專門性質的內容（例如專修科目、
專業訓練、職業技能等）須佔課程至
少六成 。



最低入學要求

副學士學位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中5科
（包括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
達到第2級或以上的成績
‧每名申請人最多可提交兩個
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報讀課程高級文憑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台灣升學

台灣升學大學課程：
完成中學文憑試及中四至中六校內成績，

可直接申請

台灣私立大學：

本校與部分台灣大學，訂定教育合作協議，

讓在校成績優秀並獲校長推薦，可直

升上述大學。



申請資格

申請
資格

最近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不含
大陸及臺灣）6年以上
（申請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
學系者須滿8年以上）

持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件



台灣升學

• 申請方式：

• 1/ 個人申請制

2/ 聯合分發制

3/ 個別院校單獨招生

4/ 自願免試申請臺師大僑先部
(如果考生成績未能達到入讀大學的最低門檻，

可以經網上系統報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

先修部」。)

https://student.overseas.ncnu.edu.tw/


申請程序簡介

• 個人申請﹕

• 報名時至多可選填4個校系志願，不分類組
。

• 一旦錄取，則不再辦理聯合分發；

• 惟未使用之名額，可流用至聯合分發。



申請程序簡介

• 聯合分發：
採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學最後三年
成績，按申請各生成績高低、所填志願
及校系名額分發，至多可選填70個校系
志願。



台灣專業資格認可

• 台灣大學畢業的香港僑生只須提供詳細
課程資料予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認證，手續完成後便可獲得正式承認的
學歷，一般都不會有問題。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
內地升學

申請方法：

•1) 參加「免試招生計劃」

•2) 港澳臺僑聯招試

•3) 個別院校獨立招生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
內地升學

• 上學年 (即2020/21年度) 有127所
內地高校參與「免試招生計劃
」。

• 依據香港學生中學文憑考試成
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



專業資格

• 中港多個專業學會已簽訂專業資格互認
協議，在內地取得專業資格後直接在香
港得到認可，而無須再通過其它考試。

• ***內地醫科畢業生(中醫、西醫、牙醫) 

與外國畢業生享有相同認受性，只須透
過在港考執業試便能取得執業資格。



文憑試畢業生其他升學途徑-離港升學

海外升學：

中學文憑成績獲英、美、澳、加拿大等
多地大學承認，同學可憑有關學歷負笈
多所海外大學或社區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 IVE提供多元化學科，課程涵蓋：

學士學位課程

高級文憑

基礎課程文憑

職專文憑

酒店及旅遊業 /廚藝文憑







校長推薦計劃

• 部分院校設有校長推薦計劃，如台灣升
學、內地升學、Jupas大學聯招、演藝學
院、樹仁大學、教育大學等等。

• 生涯規劃組在收到不同推薦計劃時會向
同學通傳，同學須留意在班內傳閱之升
學資訊並按所訂期限呈交申請。



校長推薦計劃

同學須注意：

• 部分推薦計劃有提名名額限制

• 有特定條件要求 (如學業成績或其他成
就等等)

• 申請同學需在校方所訂日期前呈交申請
信及填妥相關申請表格

• 同學或需經校方面試作甄選



同學注意事項：

1. 同學須留意在班內傳閱或本人經電郵

傳送給各人之升學資訊。

2. 當同學邀請老師撰寫推薦評語時，請

預留至少三個工作天。

3. 當同學有其他升學計劃，需索取校長

推薦信時，同學需呈交家長信予校長

(詳列原因、院校及課程名稱)並預留

至少十個工作天。



文憑試畢業生升學途徑

若家長或同學對升學或就業需作進一步諮
詢，歡迎與生涯規劃組老師聯絡。

本校生涯規劃組的網頁會適時供有關升學
就業的資訊，家長或同學可以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