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

(一) 大學課程巡禮

(二) JUPAS行事日程

(三)－(五) 
各階段選科流程及策略



(

一)

大
學
課
程
巡
禮

參與院校 政府資助課程 非政府資助課程

全日制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副學士學位/
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  （副學士學位）

香港浸會大學（浸大） 

嶺南大學（嶺大）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香港理工大學（理大）  （高級文憑）

香港科技大學（科大） 

香港大學（港大）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  （高級文憑）

香港公開大學（公大） 



工商管理

除了:

教大

文學院

除了:

教大

科大

理學院

除了:

教大

嶺大

工程

除了:

教大

嶺大

浸大

社會科學

除了:

教大

科大

社工

只有:

港大

中大

浸大

城大

建築

只有:

港大

中大

理大

城大

教育

除了:

城大

理大

嶺大

法律

只有:

港大

中大

城大

醫學/

護理

只有:

公大

理大

中大

港大

(還有牙醫)

城大

(還有獸醫)

中醫

只有: 

港大

中大

浸大(還有
中藥)

新聞/

傳理

只有:

浸大

中大

港大

創意媒體:

城大

酒店旅遊

只有:

理大

中大

紡織/設計/物
流/光學/治療

只有:

理大
視覺藝術/

研究

只有: 

浸大

嶺大

中大

教大

(一) 大學課程巡禮:各大學的一般學系課程



(一) 大學課程巡禮:非四年制的課程

經JUPAS申請的課程大部份為四年

制，但以下課程為非四年制
2年制: 副學士、高級文憑

5年制: 教育、護理、雙學位

6年制: 醫科、中醫、牙科、獸醫



(一) 大學課程巡禮:各大院校收生要求改動

院校 收生準則

香港大學 在符合3322基本入學門檻之後，各學科將
以個別準則收生
例子：
• 工商管理: 4C+2X
• 理學士: Best5

(要包括英文+數學+best理科+best2,可為M1/M2)
• 工學學士 Best5

(要包括英文+數學+best3,可為M1/M2)

香港理工大學 收生分數由4+1轉成4+2﹐部分課程以
Best 5計算



(一) 大學課程巡禮:各大院校課程改動

香港大學-2018/19 新增課程

課程名稱 聯招編號 收生人數

工學學士
(生物醫學工程)

JS6925 25

香港城市大學- 2019/20 新增課程

課程名稱 聯招編號 收生人數

獸醫學學士 TBA 30



同學須遞交的項目
本校
期限

JUPAS
期限

1. 個人資料、報名費($460)及課程選擇 18/11 5/12

2. 其他經驗及成就(OEA) 
(不可多於10項活動/獎項 + 中文或英文自述文

章)
---- 9/1

3. 其他學歷及資歷
(如: IELTS、音樂只填5級或以上的最高等級) ---- 3/4

備註:
級務組將於10月 15日指導學生如何揀選填報學習經歷及
撰寫個人自述文章。
學校約於3月22日完成SLP後內聯給每位同學。

(二) JUPAS行事日程:遞交資料的期限



同學須遞交的項目
本校
期限

JUPAS
期限

4. 學生學習概覽(SLP) 
(高中三年成績 + OLE紀錄 +中文自述文章)    --- 26/4

備註:
 同學填報以上學歷及資歷後，必須自行提供有關證書

的正本予事務處作核實。
 學校必須在4月10日前於網上為同學核實。
 若同學沒有主動提交有關證書予學校核實，所填報的

學歷及資歷將不被各大學考慮。
 同學宜於模擬試前完成上述的填報及核實工作。於模

擬試後取得的資歷，可於4月5日或之前補交。

(二) JUPAS行事日程:遞交資料的期限



(三) 第一階段選科流程及策略

2018年9月19日－2018年12月5日
[本校期限：2017年11月18日或之前]

最多可選擇
20項課程



經JUPAS報讀的學位課程共311項

院校 (Code) 學位課程

1.城大(JS1XXX) 4年制 32(以學院制收生)

2.浸大(JS2XXX) 4/5年制 24 (部份課程聯合收生)

3.理大(JS3XXX) 4/5年制 46 (部份課程聯合收生)

4.中大(JS4XXX) 4/5/6年制 61

5.科大(JS5XXX) 4/5年制 21 (以學院制收生)

6.港大(JS6XXX) 4/5/6年制 35

7.嶺大(JS7XXX) 4年制 11 (以學院制收生)

8.教大(JS8XXX) 4/5年制 23

9.公大(JS9XXX) 4年制 21 (全為非政府資助課程)



院校 (Code) 副學士/高級文憑 (2年制)

城大(JS1XXX)

副學士

2－建築科技學部(屋宇裝備工程學/
建造工程及管理學/測量學)/
建築學

理大(JS3XXX)

高級文憑

10－應用物理/屋宇裝備/建築科技及管理/

化學科技/土木工程/電機工程/電子及資訊工程/   
測繪及地理資訊/工業及系統工程//建築科技及管理

教大(JS8XXX)
高級文憑

1－幼兒教育

經JUPAS報讀的副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共13項



指定課程/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 (38個)
院校 課程 資助學額 最高資助金額*(元)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360 72,800

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30 41,700
珠海學院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70 41,700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 90 41,700
公開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80 41,700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 80 72,800
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
士

80 72,800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325 72,800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125 72,800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100 72,800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60 41,700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80 41,700
商業智能及分析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50 41,700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40 41,700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80 41,700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50 41,700



續)指定課程/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 (38個)

院校 課程 資助學額 最高資助金額*(元)

香港高科院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60 72,800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60 72,800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45 41,700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60 41,700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90 72,800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60 72,800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 60 41,700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60 41,700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40 41,700
屋宇設備工程（榮譽）工學士 60 72,800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30 41,700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66 41,700

恒生管理學院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105 41,700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士 35 41,700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 60 41,700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 70 41,700
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榮譽）學士 65 41,700

東華學院

護理學健康科學（榮譽）學士 350 72,800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45 72,800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50 72,800
放射治療科學（榮譽）理學士 15 72,800
職業治療學理學士（榮譽）學位 50 72,800



20項選擇按5個Band排序

2019年3月/4月起院校
按課程需要舉行 面試
或測驗，大部份會於
DSE考試後至放榜前，
也會在放榜後。大都
只安排學生把該課程
放在組別 A或組別B。



各大學會知道我的選擇次序嗎？

各參與院校只會獲悉
你的課程選擇排列次
序如右示：

例：你於組別A選擇了以下課程



2018年度申請人數： 46,703

獲取正式遴選取錄資格的申
請人數：
﹝包括學士學位 / 副學士學
位 / 高級文憑課程﹞

20,119    
(35.4%)

大學聯招辦法遴選結果統計



資料來源：JUPAS 網頁 (2017年正式遴選派位分佈)

2017年正式遴選取錄資格分佈﹝按組別﹞



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未來志向

了解不同學系、掌握入學要求

第一階段選科策略

 是否必須修讀2個選修科?

(是：港大、科大、中大、城大、理大- 33)

 會考慮M1/M2為選修科?(會：浸大理學院、
科大、中大－ 1個選修科 + M1/M2)

 會否有其他額外的入學要求?

(例:教院小學教育學士(數學主修)－需M1/M2)

 課程會否接受APL科：優異=3級、達標=2級



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未來志向

了解不同學系、掌握入學要求

剔除沒有可能的:沒興趣/不符合要求

要面試和有興趣的放在Band A及B 
(可包括有點難度的課程)

第一階段選科策略



2018年12月6日－2019年5月22日
可在網上申請系統遞交更改課程選擇的申請

．更改已選報課程的優先次序

．刪改任何已選報的課程

．以另一課程取代已選報的課程

．增選課程﹝惟全部選報課程不得超過 20 項﹞

(四) 第二階段選科流程及策略

每次遞交改選申請前，
必須先繳交港幣100元正之費用。



考DSE前: 
有新課程/入學要求有所更改考慮更改

考DSE後: 
評估考試成績重新檢視增/刪/改序

必須在這階段作重新檢視，預留保險選擇，

因下一階段改序的彈性有限。

第二階段選科策略



．更改已選報課程的優先次序

．刪改任何已選報的課程

．以新課程取代不超過5項課程

．增選最多5項課程

．惟全部選報課程不得超過20項

(五) 第三階段選科流程及策略
2019年7月11日－13日 (於7月10日DSE放榜後)
學生可於6月12日起於聯招系統查閱獲分配的個人時段，
於放榜後，同學須按指定時段內更改已選報的課程選擇。

只可作出一次修改，修改費用全免。



第三階段選科策略

沒有可能的放在最後

有機會、最有興趣但有難度的放在A1

A2、A3、Band B要保險



總結:希望同學能

1. 出席各大學資訊日、明報聯招講座

2.  參閱：學友社《聯招升學指南》(免費)
明報《聯招選科攻略》(訂購)

3. 瀏覽網上資訊
(JUPAS/各大學/學友社/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掌握資訊、認清目標、準時完成申請手續



數年之後…



預告：
升學及就業輔組將引進新的手機應用程式-
《鳳翎升學通訊》

•“鳳翎升學通訊”提供即時通訊平
台，發放不同資訊，內容包括：
• 校長提名計劃

• DSE放榜資訊

• 升學就業通訊

• 升學資助計劃

• 校曆表

•讓本校同學隨時知悉升學就業、文
憑試放榜等最新資訊

校長提名計劃

DSE放榜資訊

升學就業通訊

升學資助計劃

校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