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招及其它出路講座 –



Talk PowerPoint will be sav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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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mum 10 OEA records

(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的資料)

 inpu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50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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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not filter out or place 

such correspondences in the trash / junk 
bins)、或

 (4) 查閱 SMS

 (5) class WhatsApp group

 (6) not filter out known telephone number



香港恒生大學 校長推薦計劃2022-2023

 每間學校最多可推薦5位學生，當中包
括1位學生獲薦提前直接取錄。

 如欲被學校推薦的同學，請於2022年12
月20日或以前在本表格報名。

 https://forms.gle/2fQvs2QKf8rKLe7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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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2fQvs2QKf8rKLe7i9


Request for 
reference/recommendation letter

1. Get an application form from Miss Tam

2. Pass the form to Miss Tam

3. Working time: 2 weeks working days



Reminder for S6

以下日子需要回校

 16/5/2023 2:45 pm (Monday) 

–派成績表 (須穿校服)

 17/7/2023 10:00 am (Monday)

– HKDSE 放榜工作坊 (毋須穿校服)

 19/7/2023 8:30 am (Wednesday)  

- HKDSE放榜 (毋須穿校服)



Input other academic results /Music qual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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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Qualifications
考試 等級

The Associate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ABRSM) – Theory

Grade 5 or 
above

The Associate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ABRSM) – Practical

Grade 6 or 
above

The Associate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ABRSM)
Remotely-Assessed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Grade 6 or 
above

The Australian Music Examinations 
Board (AMEB) – Theory

Any grade
11



Music Qualifications
考試 等級

The Australian Music Examinations 
Board (AMEB) – Practical

Any grade

London College of Music Examinations 
(LCM Exams) – Theory

Grade 5 or 
above

London College of Music Examinations 
(LCM Exams) – Practical

Grade 6 or 
above

The Roy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RCM) 
– Theory

Any grade
12



Music Qualifications
考試 等級

The Roy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RCM) 
– Practical

Any grade

Trinity College London (TCL) / Trinity 
Guildhall – Theory

Grade 5 or 
above

Trinity College London (TCL) / Trinity 
Guildhall – Practical

Grade 6 or 
above

Vienna Music Examination Board 
(VMEB) – Practical

Grade 8 or 
above 13



Music Qualifications
考試 等級

Chinese Music Qualification –
Theory

Any grade

Chinese Music Qualification –
Practical (Any Chinese 
instruments)

Any grade

14



Other Academic Results
(Languag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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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Subject
Grade / Level 

/ Score

•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 Cambridge English: 
Advanced (CAE) / C1 
Advanced

• Cambridge English: 
Proficiency (CPE) / C2 
Proficiency

English
Grade C / Level 
C1 or above



Other Academic Results
(Languag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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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Subject
Grade / Level 

/ Scor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GCE) Examination 
(AQA / Cambridge / CIE / 
Edexcel / OCR)
•Ordinary Level
•Advanced Subsidiary Level
•Advanced Level

•Chinese
•English
•Other 
Language(s)

Grade E or 
abov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 
Examination (AQA / Edexcel / 
OCR)

•Chinese
•English
•Other 
Language(s)

Grade E / 
Grade 1 or 
above



Other Academic Results
(Languag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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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Subject
Grade / Level / 

Score

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HKALE)

•Chinese
•English
•Other 
Language(s)

Grade E or above

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CEE)

•Chinese
•English
•Other 
Language(s)

Grade E / Level 1 
or above



Other Academic Results
(Language Subjects)

18

Examination Subject
Grade / Level / 

Score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
•Academic Level

•English Level 1 or above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GCSE) Examination
(AQA / Cambridge /
CIE / Edexcel)

•Chinese
•English
•Other
Language(s)

Grade E / Grade 1 
or above



Other Academic Results
(Languag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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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Subject
Grade / Level / 

Score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

•Chinese
•English
•Other 
Language(s)

Any score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EFL)
•Computer-Based
•Internet-Based
•Paper-Based
•Paper-Delivered

•English Any score



Supporting document

 Supporting documents are needed if

other academic results /Music 
qualifications are given

 Certified true copies are needed to be 
sent to JUPAS Office or to school 



Music Qualifications &
Other Academic Results (Language Subjects)

 Th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19/4/2023 (11:59 pm)

 The deadline for verification

 26/4/2023 (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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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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2023 (from 9:00 am)

申請人可由本日起查閱獲分配修改課程選擇的
個人時段

 20/7/2023 - 22/7/2023 

申請人可於個別指定時段內修改其課程選擇

No inquiries will be answered by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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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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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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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合資格入讀大學的學生報讀
自資院校學士課程資助額每人每
年三萬多元，不設入息審查



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學士)

Examples
學校 課程

珠海學院 廣告及企業傳播(榮譽)文學士
學位

香港恒生大學 新聞及傳播(榮譽)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持
續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榮譽)學
位

香港樹仁大學 • 新聞及傳播(榮譽)文學士
•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學校 課程

東華學院 • 幼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
• 醫療科學學士

耀中幼教學院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

學院 (THEi 高科院)
• 數碼廣告（榮譽）文學士
•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

學士
• 酒店營運管理(榮譽)文學士
• 飛機工程（榮譽）工學士
• 中藥藥劑學（榮譽）理學士
•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

會科學學士



學校 課程

香港伍倫貢學院 • 日本研究(榮譽)文學士
• 中國語言文學及傳意(榮譽)文

學士
• 銀行及金融科技學士（榮譽）



副學位Sub-degree 

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 -AD)

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 -HD)

二年制



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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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資助計劃」）課程

 約2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指定全日制
經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課程



SSSDP「資助計劃」 參與院校
副學位課程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明愛專上學院

 港專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香港都會大學

 東華學院

 青年會專業書院



副學位畢業生升學途徑

本地升學 外地升學
教資會資助高年級學士
學位課程

北美四年制大學學位課程
的第三年

教資會資助院校或私立
院校開辦的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英國三年制大學學位課程
的第二年

教資會資助院校或私立
院校開辦的
自資銜接學位課程

臺灣四年制科技型大學學
位課程的第三年
/ 綜合型大學學位課程的
第一年＊

本地教育機構與海外院
校合辦的
銜接學位課程



副學位畢業生升學途徑

留意升學率及專業資格
大部分院校都會公布畢業生的升學率，
同學須留意有關數字或包括教資會資助學
士學位、自資學士學位、本地或海外銜接
學位等各種升學途徑，同學應細心解讀相
關內容。此外，若修畢課程能獲取專業資
格，同學宜先向有關的專業團體查詢，才
考慮是否報讀。



2022/23 學年教資會資助全日制高年
級學士學位課程高年級學生核准取錄
人數
香港理工大學：1750

香港城市大學：900

香港浸會大學：790

香港中文大學：423

香港大學：340

香港教育大學：424

香港科技大學：158

嶺南大學：195



自資副學位課程升學士學位取錄原則

考慮申請人的:

學業成績

課程選擇

面試表現

學習動機等等

完成副學位 Year 1升資助學士學位 Year 1 ，
成績要接近GPA 4 (近滿分)

大部分讀完副學位Year 2才升上資助學士學
位Year 3, GPA要3.3以上



VTC職業專才教育升學途徑

HKDSE畢業生

THEi 
高科院
學士學
位課程 IVE

基礎課
程文憑

青年學院
職專文憑

HTI/CCI
/ICI文憑

IVE/HKDI/CCI/ICI
高級文憑課程

1. 本地大學學士學位
2. VTC 與英國、澳洲等大學協辦的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3. 海外學士學位
4. 其他學士學位課程



升學選擇 課程/涵蓋範圍 一般入學條件

THEi高科
院學士學
位

• 環境及設計學院
• 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
學院

• 科技學院

DSE中、英文第
3級；及數學、
通識及一科選
修科第2級

IVE/HKDI
/CCI/ICI
高級文憑

• 健康及生命科學
• 商業
• 幼兒、長者及社會服
務

• 設計
• 工程
• 酒店及旅遊(包括廚藝)
• 資訊科技

DSE五科達第2
級，包括中、
英文



升學選擇 課程/涵蓋範圍 一般入學
條件

IVE基礎
課程文憑
*

• 健康及生命科學/商業/
社會服務/設計/工程/酒
店款接/資訊科技/零售

完成中六

青年學院
職專文憑
*

• 商業與服務
• 工程
• 設計與資訊科技

完成中六

*基礎課程文憑獲政府認可，於公務員招聘時資歷
等同DSE五科第2級(包括中、英文)成績。

*畢業生符合報讀高級文憑課程的一般入學條件（設有
特定入學條件的課程除外），詳情請參閱VTC入學網頁



升學選
擇

課程/涵蓋範圍 一般入學條件

HTI/CCI
/ICI文
憑

• 西式包餅、國際廚藝
• 中華廚藝
• 餐飲營運、活動管理
• 酒店營運、旅遊服務

完成中六及符
合相關課程年
齡要求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
劃

計劃提供高級文憑及基礎
課程文憑等多元選擇，涵
蓋專業範疇包括：：
-工程和科技
-運輸
-設計、珠寶、創意工業
-醫療保健產業
-檢測及認證

個別計劃入學
條件及報名方
法請參閱
www.vtc.edu.
hk/earn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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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C (IVE,HKDI, THEi (degree), etc.)

 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基礎課程文憑、職
專文憑及文憑課程

 已開始接受報名

 申請日期：

2022年11月10日至 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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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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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C (THEi, HKDI, IVE, etc. )

 Self-Nomination Scheme自薦計劃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ce
dure/s6/admission-procedure/application-
during-10-nov-2022-to-28-feb-2023/special-
admission-schemes/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cedure/s6/admission-procedure/application-during-10-nov-2022-to-28-feb-2023/special-admission-schemes/


開辦自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 的
院校(多人報讀的院校)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

 香港伍倫貢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HKCC



開辦自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的
院校(多人報讀的院校)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



開辦自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的
院校(多人報讀的院校)

 職業訓練局

 東華學院



開辦自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的
院校(多人報讀的院校)

 樹仁大學

 香港恒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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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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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位費／註冊費退款安排

 DSE放榜日之後4日內, 通知是否取錄。

 交 $5000 留位費 (約數)

 如申請人已接受經聯招申請的

(i)教資會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香港都會大
學及 香港演藝學院提供的課程並非由教資會資助）
，或

(ii)SSSDP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可於指定日期前
申請退款

 部分院校可退回留位費 (限定日期及扣除手續費) 

 個別院校有不同條件，如必須同科才能退款

 各院校具體條件及手續不一，同學應在繳交留位費
/ 註冊費前向院校查詢詳情。



學士學位課程?副學位課程?



資
歷
架
構



網上報名 – 非聯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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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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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E-APP 的好處

 只須適交一份網上申請表，便可預先報讀大部份
在文憑試放榜前可報名的聯招以外經本地評審的
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

 有機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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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PP 

申請人

 於Concourse(www.cspe.edu.hk)或E-APP查
詢課程資料

 用E-APP填妥申請表和選擇課程

 Need to create account

 上載校內成績及Upload SLP (pdf format , 

size < 3M) 到E-APP

http://www.csp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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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導航 (e-Navigator) APP  

搜尋課程學習範疇 e.g.醫科及護理科



從哪裡可以取得E-APP課程資料?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Concourse)    
(www.cspe.edu.hk )  或

http://www.cspe.edu.hk/


E-APP是否設有選報院校及課
程的數目上限?

 沒有限定申請人報讀院校的數目，但個
別院校或會設定上限，規定申請人最多
只可報讀多少個由該院校提供的課程。



使用E-APP是否須繳交費用?

 E-APP 的服務免費，惟院校可按照本身
的收生安排要求申請人繳付報名費。







副學位課程

 大部分課程須要面試 (公開考試之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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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7月19日 DES放榜

 2023年8月9日JUPAS放榜



台灣升學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a01/

 單招

各校自訂招生簡章及報名機制，由學生逕行
向各大學報名。

 聯招

個人申請制：11月1日9:00~12月15日17:00

聯合分發制：2月1日9:00~3月15日17:00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a01/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

 日期 : 1/3/2023 – 31/3/2023

 報名方法 : 網上登記

 考生須在4月10日前登入網站查閱及確認報
名資格審核結果

 6月14日前上載學習概覽 (SLP)

 校長推薦計劃

 Google form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

 https://www.edb.gov.hk/tc/edu-
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
scheme.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html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

 報讀意願順 序可填報 4 所學校，

 每所學校可填報 4 個專業志願。



內地升學趨勢

 CEPA推動兩地人才流動

 大灣區

 兩地經貿往來日益頻繁，赴內地升學的
港生人數有上升趨勢。

 學歷互認

 （CEPA）框架下促進兩地專業資格互認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入讀學生成績 (2022)

 廣州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5年)

錄取人數 : 78

最高收生成績 : 5* 4 5 4 (中英數通)

最低收生成績 : 3 3 2 2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入讀學生成績 (2022)

 暨南大學

國際學院:

錄取人數 : 184

最高收生成績 : 5** 5** 5** 5 (中英數通)

最低收生成績 : 2 2 3 3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入讀學生成績 (2022)

 清華大學

 錄取人數 : 13

最高收生成績 5** 5** 5** 5* 

最低收生成績 : 5 4 4 4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學生計劃入讀學生成(2022)

 復旦大學

錄取人數 : 11

最高收生成績 : 4 5* 5* 5*

最低收生成績 : 5 5 5 5*



本地資歷級別三課程例子
院校 課程 入學要求 修讀

年期
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

大專基礎教育
文憑

最佳成績的五科最少
達六分或以上

(中、英兩科需達1級)

1年

香港大學附
屬學院

基礎專上教育
文憑課程

考獲最佳成績的五科
最少達六分或以上
(中、英兩科需達1級)

1年

職業訓練局 職專文憑 完成中六
1年

基礎課程文憑 完成中六

8間不同院校 應用教育文憑 完成中六 1年



本地資歷級別三課程例子
院校 課程 入學要求 修讀

年期
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

大專基礎教育
文憑

最佳成績的五科最少
達六分或以上

(中、英兩科需達1級)

1年

香港大學附
屬學院

基礎專上教育
文憑課程

考獲最佳成績的五科
最少達六分或以上
(中、英兩科需達1級)

1年

職業訓練局 職專文憑 完成中六
1年

基礎課程文憑 獲政府認可於公務員資格等
同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考
取5科2級成績(包括中、英文)

8間不同院校 應用教育文憑



應用教育文憑 (DAE)



應用教育文憑 (DAE)





應用教育文憑 (DAE)



Repeat?自修?



2021 重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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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榜後的最後一次改選

 可新增5個志願，最多增至20個志願

 不限取出多少志願，最後要剩下最少一
個志願

 請謹慎選擇

 有問題請向生涯規劃組老師查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