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學 – (3) 



Talk PowerPoint will be saved at



S6 Interview Skills Workshop 

◼ 5/11 (Saturday) 

◼ 10:15 am – 12:30 am

◼ Zoom



Group counselling

◼ 1:10 pm – 1:40 pm 

◼ Be punctual



SNDAS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

8 candidates



HKBU Students with 
Exceptional Talent Direct 
Admission Scheme (SETDAS)
• Self-nominate by applicants
• Recognise exceptional talents in different areas, 

e.g. sports, music, cultural activities, creativity, 
leadership and others

• Each applicant can apply for up to 2 SETDAS 
participating programmes

• Successful applicants may receive a firm offer 
before the release of HKDSE results. They will 
then decide whether to accept the SETDAS offer 
or to remain as JUPAS candidates



HKBU (SETDAS)



HKBU Students with 
Exceptional Talent Direct 
Admission Scheme (SETDAS)

• Deadline: 4/1/2023
• https://admission.hkbu.edu.hk/ug/setdas

https://admission.hkbu.edu.hk/ug/setdas


Request for 
reference/recommendation letter

1. Get an application form from Miss Tam

2. Pass the form to Miss Tam to draft the letter

3. Working time: 2-week working days



多留意

◼ Email

◼ WhatsApp



◼ 多留意

學校生涯規劃

Notice Board



◼ 多留意

Library

升學及就業架



e-導航 (e-Navigator)  APP

課程搜尋工具
包括:

◼ 資助及自資
◼ 學位與副學位
課程

此APPS 可在智能手機
下載



大學及大專資訊日
(online/face-to-face)

2022年11月5日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

2022年11月11日
-11月12日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科
技學院

2022年11月12日
嶺南大學
東華學院

香港伍倫貢學院



大學及大專資訊日
(online/face-to-face)

2022年11月18日
- 11月19日

明愛專上學院

2022年11月19日
珠海學院

香港恒生大學

2022年11月26日 香港樹仁大學



聯招選科參考資料

1.  明報 – 2022/23聯招選科全攻略 $85

2.  學友社 – 中六升學指南 2022 (免費) 

◼ 11 月 中出版



Admissions Scores of the 9 
JUPAS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 https://www.jupas.edu.hk/en/page/detail/3
667/

https://www.jupas.edu.hk/en/page/detail/3667/


20個課程意願

◼ 選擇 20個課程

(confirmed programme choice)

◼ School deadline : 30/11/2022

◼ JUPAS deadline : 7/12/2022



JUPAS 程序
課程選擇 (Programme Choice)

Submit from 
My DRAFT 
Programme 
Choices to 
My 
CONFIRMED 
Programme 
Choices



◼ You must login onto the JUPAS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again to check the 
updated programme choices by clicking 
“Programme Choices” “My 
CONFIRMED Programme Choices ”.



JUPAS程序 - Change課程選擇
Click 
“Programme 
choices“, "My 
CONFIRMED 
Programme 
Choices ".
Click "Edit 
Programme 
Choices" for 
selection of 
programme 
choices



Selection of 
Programme Choices













了解形勢 - 大學收生機制

• 各大學入學要求
• 特定科目要求/附帶要求
• 計分的方法
➢ 留意各院校的update
• Entrance requirement
• Cancellation of programme
• New programmes



計分方式

Points
Level 1–

4
Level 5 Level 5* Level 5**

Original 1-4 5 6 7

Bonus
Points

1-4 5.5 7 8.5

港大、中大、理大及科大計分方式:

* 留意出路指南例明以哪一種計分方式計分



Best5 / Best 6

◼ 計算科目比重後最佳5/6科

C E M LS E1 E2

Level 4 3 4 3 4 5

Subject 
weighting

1 2 1.5 1 2 1

4 6 6 3 8 5

Best 5 = C, E, M, E1, E2



中大

◼ JS4214 環球商業學要求
TOEFL/IELTS 有一定成績



浸大

◼ 考生如未能於英語科目成績達到最低入
學要求(第三級 )，可以 GCE O/AS/A 
Level, GCSE, IGCSE, TOEFL或 IELTS等
成績取代。



HKU:建築學文學士 JS6004

◼ take part in an on-line Aptitude Exercise

◼ Instructions for taking part in the 
Aptitude Exercise will be sent to all 
potential applicants via e-mail and 
posted on the HKU Admissions website



學院收生 - 學生入學後選擇主
修的機制如何？

◼ 按學生的在校表現及個人喜好等分配主修
課程



除基本入學要求及學院/學系/課程的要求外
，學院/課程如何考慮以下因素作取錄之用？

1) 第三個選修科成績; 2)面試; 3) OEA; 4) 自我介
紹文章(Additional Information); 5) 學校評估
報告(SRR); 6) 學生學習概覽(SLP); 7)聯招申請
選擇組別（Band）

➢ 在入學分數同分時

➢ 1)個別學院或會考慮額外的選修科予以酌量加分

➢ 2)根據面試結果(如適用)，學院將調整由計算中
學文憑試成績所得出的分數

➢ 3,4,5,6)會作為額外的輔助參考資料

➢ 7) Band A 學生獲錄取的機會較大。



面試或能力測試 / 評估的安排
如何？

◼ 大部份課程會在五月至七月舉行

◼ 面試以英語及小組形式進行

◼ 選擇的組別次序(Band)、校內成績、校
內能力評估、校方推薦/評語及OEA等因
素，決定面試學生名單。



面試或能力測試 / 評估的安排
如何？

◼ 如獲邀面試，申請人應盡量出席及作好
準備

◼ 一般都不會只考慮獲邀面試的申請人，
故同學毋需因未獲邀面試而放棄申請該
課程

◼ 教大:申請人如缺席面試或面試表現不理
想，其申請將不會獲考慮



如學生在某一科失手（如其中一科未符合最低收
生要求），是否仍有機會被取錄？各大學有沒有
特別酌情收生安排？



港大彈性收生政策 2022



中大彈性收生政策 2022

◼ 理學院，工程學院，三個STEM科 e.g.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M2, ICT取
得三粒星（三科皆星或單星伴雙星）, 即
使在四個核心科目未能達3 3 2 2

◼ 申請人有可能獲得面試機會及取錄通知

◼ 放於聯招申請的Band A



中大彈性收生政策 2022

◼ 有鑑於文憑試考生近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學習和考試上面對多番壓力和挑
戰，中大進一步擴大收生彈性。除了
STEM 專才外，亦適用於個別學科有出色
表現並具學習熱誠的考生。學系根據學
生放榜成績、專科成就、學術活動表現
，考慮於放榜後提供面試機會。面試表
現卓越者，有機會獲院校酌情取錄



理大彈性收生政策 2022

◼ 其中一科的成績比最低要求少1分，其他
最佳五科達26分# 或以上；及

◼ Band A；

◼ 成功通過入學面試。

◼ # 理大在第5、5*、5**級的入學分數換算分別
為5.5、7、8.5分。



科大彈性收生政策 2022

◼ 若考生其中一個核心科目表現較大學
最低入學要求「3322」略遜一級

◼ 經科大入學計算方程式及分數換算方
法計算後，倘申請人的文憑試分數高
於其所申請的科大課程於2021年的聯
招入學分數中位數或以上，

◼ 置於聯招Band A



浸大彈性收生政策 2022

◼ 其中一個科目成績低於指定要求一個
級別，但在其餘科目中共取得兩粒星
（如其中一科取得5** 或分別兩科取
得5*）

◼ Band A



城大彈性收生政策 2022

◼ 在文憑試中的「4C+2X」成績達相關學
院之分數要求，而其中一個核心科目的
成績低於相關課程入學要求一個級別；

◼ 報讀工學院課程的申請人需同時在兩個
與STEM相關的科目中取得良好成績；

◼ Band A

◼ 面試表現優異。



嶺大彈性收生政策 2022

◼ 除以學生的成績作考慮外，亦會以學生
的面試表現（如適用）、課外活動及學
校推薦等因素作出綜合考量。



樹仁彈性收生政策 2022

◼ 若考生其中一科核心之語文科目成績低
於入學要求一個級別，但整體成績優異
，仍有機會獲彈性考慮和獲邀請參加面
試和相關語文入學筆試。最終能否獲取
錄則視乎總體成績和面試／筆試表現等
因素。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如獲邀面試，申請人應盡量出席及作好準
備。另外，亦要清楚了解入學要求和計分
比重，在文憑試放榜後把課程作適當改動

◼ 未能在截止日期前遞交其他學歷證明，如
音樂考試證明至聯招辦事處。

◼ 沒有清楚了解自己的興趣，並認為入學後
可隨意轉學院/學系，將一些沒有興趣的科
目放在 Band A。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沒有預先了解面試日期，以致錯失
面試及入學機會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沒有清楚知道聯招各重要日期及其注意事
項（如各輪選結果公佈日期、註冊事宜及
步驟等），以致錯失入學機會。

◼ 沒有清楚了解各課程對相關文憑試科目的
特定要求

◼ 低估了把課程列為 Band A 的重要性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沒有注意課程列明的最高科目比重。

◼ 只過於著重往年入學的平均分數估量能入讀
的機會率，容易忽略自己的興趣與能力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誤把未達要求之課程罝於聯招選擇內，影
響入讀其它課程之機會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申請人於「大學聯招辦法」帳戶內的個人
資料，如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性別
，應與其香港身份證上之資料完全相同。

◼ 申請人於「大學聯招辦法」帳戶內所登記
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未有與其於香港考評局
申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時所登記的香港身
份證號碼完全相同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申請人錯誤將其他學歷成績（Other 
Qualifications）如音樂考試成績（Music 
Qualifications）及／或 其他學術成績（語
文科目）（Other Academic Results （
Language Subjects））等填寫於比賽／活
動的 經驗及成就（OEA）與學生學習概覽
（SLP）內。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不正確填寫「大學聯招辦法」帳戶內的聯
絡方法（如填寫錯誤或不常用的電郵、聯
絡電話及地址），令本校不能有效地通知
學生有關面試安排等重要訊息。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申請人於更改個人資料如地址、電話、電
郵地址等後，未有即時於「大學聯招辦法
」網上申請系統作有關更改。申請人可能
因而未能收取「大學聯招處」、9  所「大
學聯招辦法」參與院校及 SSSDP「資助計
劃」院校的重要訊息及信件。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未有留意各項截止申請日期，以致錯失遞
交機會

◼ 申請人使用網上翻譯軟件或未能正確地翻
譯「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及網上
申請表的內容

◼ 提示：申請人應參閱設有中英文版之「大
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申請人手冊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 申請人未有定期

◼ (1) 登入「大學聯招辦法」帳戶查閱
Message Box、或

◼ (2) 瀏覽「大學聯招辦法」網站
http://www.jupas.edu.hk=>最新消息、或

◼ (3) 查閱個人電郵帳戶、或

◼ (4) 查閱 SMS

➔以致錯過重要的資訊，如面試日期，以致錯失
面試及入學機會。這些重要資訊不會用信件或電
話通知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
麼？

◼ 由於電郵乃「大學聯招處」、9 所「大學
聯招辦法」參與院校及 SSSDP「資助計劃
」院校聯絡申請 人重要途徑之一，申請人
必須確保其私人電郵帳戶之設定不會篩選
有關資訊及／或訊息到垃圾郵 件／垃圾桶
內。

◼ Please clear your account regularly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
麼？

◼ 申請人應小心有關『「大學聯招辦法」非
官方』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所發放的資料
。申請人亦應謹 記勿將個人資料提供予該
等非官方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以免資料
外洩。「大學聯招處」絕不會以電話或電
郵方式，向申請人查詢其登入名稱及／或
密碼。申請人切勿回應任何相關要求。



各院校於課程或其他方面將有何新發展

◼ Pay attention to :

➢ 聯招號外 + SSSDP號外

➢ JUPAS Message Box



Enter 10 Other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in Competitions/Activities 
(OEA)for JUPAS application

School deadline : 18/12/2022

JUPAS deadline:   4/1/2023



Before the deadline, you should

◼ input 10 OEA records

◼ inpu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500 words)



OEA 不包括音樂資歷 /其他學
術成就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SLP)

◼ 將整份SLP upload to JUPAS

school deadline: 21/5/2023

(JUPAS deadline : 7/6/2023 )

◼ 以pdf format upload (max. size  3M) 

◼ You can download from eclass

◼ After 20/4/2023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SLP)

◼ It contains 4 parts
◼ i. personal information 
◼ ii. Exam result S4-S6
◼ iii.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a.  Award inside school
b.  Award outside school

◼ iv. Self account – 自述(中文 1000 字) 
You have to input the self account (中文

1000 字) into eclass 



Input OEA (& 500 English) & SLP 
(1000 words Chinese) Timetable

OLE 
Lesson

Date

MMLC
6C 23/11

6D 23/11

6B 24/11

6A 29/11



面試

◼ 常見問題

◼ 介紹自己

◼ 時事

◼ 相關科目的問題

小組面試 / 個人

英文為主



非聯招學位申請

◼ 非聯招學位包括

◼ VTC (資助 及自資)課程

◼ i.自資學位課程

ii.資助 及自資 –高級文憑課程

其他專上學院的

◼ 學位課程 / 副學位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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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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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聯招學士學位申請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 嶺南大學

◼ 香港樹仁大學

◼ 香港恒生大學

◼ 香港演藝學院

◼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 明愛專上學院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VTC）

◼ 珠海學院
◼ 東華學院
◼ 港專學院
◼ 宏恩基督教學院
◼ 耀中幼教學院
◼ 香港伍倫貢學院



非聯招副學位申請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HKCC)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SPACE)

◼ 耀中幼教學院

◼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 香港三育書院

◼ 職業訓練局(VTC)
◼ 明愛專上學院
◼ 東華學院
◼ 香港藝術學院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明愛白英奇專業
學校

◼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 香港伍倫貢學
◼ 香港都會大學
◼ 宏恩基督教學院



◼ VTC (IVE, THEi (degree), etc.)

◼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
online-application.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online-application.html




網上報名 – 非聯招課程

◼ 1.  利用 E-APP 平台

https://www.eapp.gov.hk/tc/index.html

◼ 2.  直接到個別院校報名

https://www.eapp.gov.hk/tc/index.html


◼ E-APP 只是將申請人的資料送到各間院校

◼ 各院校有各自的收生日期及報名費

◼ 同學也可以親身到各院校或在各院校網頁
報名



重要日子

◼ 首輪申請

◼ 2022年12月8日 - 2023年5月22日

◼ 次輪申請

◼ 2023年5月25日 - 2023年7月10日





E-APP 的好處

◼ 在HKDSE放榜前有機會獲得院校有條件取錄 /
暫取錄資格

◼ E-APP會將HKDSE的成績轉交你報讀的院校



◼ 我是否必須經E-APP向有關院校遞交報讀課程
申請？

➔除E-APP外，部分院校接受申請人直接向院校
遞交的報讀課程申請，詳情可與院校聯絡。

先 visit:

https://app.eapp.gov.hk/?path=institutionInfo&
lang=zh-HK

https://app.eapp.gov.hk/?path=institutionInfo&lang=zh-HK


◼ E-APP是否設有報讀院校及課程的數目上限？

➔ E-APP沒有限定申請人報讀院校的數目，但個
別院校或會設定每份申請的報讀課程上限，及需
要申請人排列課程優先次序。



◼ 我能否撤回已遞交的申請？

➔雖然已遞交的申請不能透過E-APP撤回，但你
仍可以提交課程更改來修改你的課程選擇。你
亦可以向院校查詢有關取消申請的方法。



◼ 使用E-APP報讀課程，會否影響我在聯招的
申請？

➔不會。E-APP和聯招是兩個獨立的報名系統
，透過E-APP報讀課程是不會影響你在聯招的
申請。



◼ E-APP是否收費？

➔使用E-APP系統是免費的，惟院校可按照本身
的收生安排要求申請人繳付報名費

➔每所院校所收取的申請費的金額及計算方法各
有不同，有些院校以「每份申請」計算，有些則
以「每個課程」(亦即報讀課程的數量)計算。



E-APP課程

◼ 大部分課程須要面試

◼ 輸入校內成績

◼ Upload OEA

◼ Upload SLP (pdf format , size < 3M)

可報多間院校的課程



◼ Conditional offer 

◼ 放榜日之後4日內, 通知是否取錄。

◼ 交 $5000 留位費 (約數)

◼ 部分院校可退回留位費 (限定日期 及扣
除手續費)



◼ 建議

◼ 盡早報名

◼ 所有同學都應報名

自資學位課程 或

自資副學位課程

爭取更多機會



IVE 簡介

◼ IVE 是 VTC 轄下一個機構

◼ VTC 包括 – IVE, HKDI, THEi, 中華廚藝學院



◼ IVE有十間分校

◼ 柴灣 , 黃克競 , 葵涌 , 觀塘 , 李惠利
HKDI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 摩理臣山 , 沙田, 
青衣 , 屯門

◼ 以高級文憑課程為主



IVE課程

◼ 商業

◼ 健康及生命科學

◼ 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

◼ 設計

◼ 工程

◼ 酒店及旅遊

◼ 資訊科技

◼ 基礎課程文憑



最低入學要求

學位課程 :  3,3,2,2 + 1x (2級)

高級文憑課程 :  2,2,2,2,2 (包括中文及英文)



◼ 2023年7月19日 DES放榜

◼ 2023年8月9日JUPAS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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