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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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出路選擇總覽

文憑試成績基本要求 本地出路選擇

3322+2 ~ 3322+33 學位課程 (資助或自資)

22222 (包括中英文) 副學位 / 高級文憑課程

(資助或自資)

11222 ~ 22222 文憑課程 / 中六重讀

中六畢業 職訓局基礎文憑、職專

文憑 / 毅進文憑 / 

其他證書課程 /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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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選科 –基本要求 (學士課程)
院校 入學基本要求

香港大學 中、英、兩個選修科：3級

數、通：2級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中、英：3級

數、通：2級

兩個選修科 (或M1/M2)：3級

嶺大/教大/公大 33222

註：部份院校個別學系或有更高要求，可參考：
https://www.hkacmgm.org/wp-

content/uploads/2020/07/%E8%81%AF%E6%8B%9B%E9%99%A2%E6%A0%A1%E8%AA%B2%E7%A8%8B%EF%BC%88SS

SDP%E8%AA%B2%E7%A8%8B%E9%99%A4%E5%A4%96%EF%BC%89%E5%9F%BA%E6%9C%AC%E5%85%A5%E5%AD%B

8%E8%A6%81%E6%B1%822020_0715-updat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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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HKACMGM_Requirement_UGC_2017_V6.pdf
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20/07/%E8%81%AF%E6%8B%9B%E9%99%A2%E6%A0%A1%E8%AA%B2%E7%A8%8B%EF%BC%88SSSDP%E8%AA%B2%E7%A8%8B%E9%99%A4%E5%A4%96%EF%BC%89%E5%9F%BA%E6%9C%AC%E5%85%A5%E5%AD%B8%E8%A6%81%E6%B1%822020_0715-updated.pdf


聯招選科程序

• 7月23至25日指定時段內進行改選

•更改已選報的課程排列次序/新增5個課程，

最終上限維持20個或以下。

• 8月13日09:00於網上公佈結果。獲取錄資

格的申請人必須於8月14日17:00前到取錄院

校/網上辦理註冊手續並繳交留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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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留位費詳情與
接納取錄資格程序
1. 繳交港幣5,000元正之
留位費；
2. 及於指定時段內到取
錄申請人的院校或以網
上形式完成註冊手續
（詳情請留意各院校網
頁／JUPAS公布。）

付款途徑：
• 繳費靈（網上繳費）
• 電子銀行服務（匯豐
銀行／恒生銀行／東
亞銀行）

• 現金（東亞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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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申請人繳交留位費後，須於取錄該申請人的院校所指定的時段
內完成註冊手續。申請人應登入其「大學聯招辦法」帳戶查閱獲取
錄資格課程的註冊手續詳情。



聯招改選策略
組別 志願 感興趣程度 入讀困難程度

A 1 最大 ~LQ 

2 最大或很大 ~Median / mean 

3 最大或很大 高於 Mean 

B 4 很大 有把握

5 大 有把握

6 大 較有把握

.

.
.
.

不抗拒的科目

.

.

最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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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校收生成績及計分方法
8

•各大學2019年收生成績：
HTTPS://WWW.JUPAS.EDU.HK/F/PAGE/3667/AF_2

019_JUPAS.PDF

•各大學2020年收生計分方法：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

N/CURRICULUM-

DEVELOPMENT/KLA/MA/U.PDF

https://www.jupas.edu.hk/f/page/3667/af_2019_JUPAS.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u.pdf


聯招以外學士學位 (部份自資課程)
院校 招生方式

香港樹仁大學 放榜日至額滿：網上／現場報名

香港恒生大學 放榜日至額滿：網上報名

珠海學院 放榜日至額滿：網上報名

東華學院 放榜日至額滿：網上報名

明愛專上學院 放榜日至額滿：網上／現場報名

Thei 放榜日至額滿：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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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截自7月20日下午6時，來源自學友社。
以上名單只供參考，並未包含所有收生院校，具體安排或有
變動，詳情請留意各院校網頁公布。



香港樹仁大學（報名事宜）
經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報名（截止日期﹕7月13日） 從未報名/

未獲取錄**
↓已持有「有條件取錄」

合符取錄條件
↓

不合符取錄條件/
不接受所獲派學位

↓

合符取錄條件同學可確
認接受學位並辦理留位
手續**(7月22-27日)
網上/ 親身確認學位所
需文件﹕
1. 本校條件性錄取通
知書
2. HKDSE成績單副本
3. 香港身份證副本

統一收生:
7月22-25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

**除親身到校外，樹仁大學現提供網上報名及辦理
留位服務(申請社工或特別情況除外)，詳情請下列

網站：https://uao.hksyu.edu/zh/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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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app.gov.hk/
https://uao.hksyu.edu/zh/application


香港恒生大學（報名事宜）

7月22日起招生至額滿止，網上申請可參閱
下列網站：
https://registration.hsu.edu.hk/oap2020s1/index.ph
p?ui_lang=en

7月22當日，香港恒生大學校內負責收生的
中心會維持開放，幫助仍想親身到來的家
長或學生了解課程或辦理手續。（＊或有
變動，建議決定親身報名前，先致電香港
恒生大學教務處 3693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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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gistration.hsu.edu.hk/oap2020s1/index.php?ui_lang=en


香港珠海學院 （報名事宜）
7月22至25日：特設「即時預約入學面試系統」

https://apply.chuhai.edu.hk/admission2020/

7月22至8月31日親臨屯門校舍報名，
詳情見下列網址：
https://www.chuhai.edu.hk/zh-hant/news/202021-
dse%E6%94%BE%E6%A6%9C%E6%9C%9F%E9%96%93%E7%89%
B9%E8%A8%AD%E3%80%8C%E5%8D%B3%E6%99%82%E9%A0%
90%E7%B4%84%E5%85%A5%E5%AD%B8%E9%9D%A2%E8%A9%
A6%E7%B3%BB%E7%B5%B1%E3%80%8D

***校方建議申請者盡量以網上形式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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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ly.chuhai.edu.hk/admission2020/
https://www.chuhai.edu.hk/zh-hant/news/202021-dse%E6%94%BE%E6%A6%9C%E6%9C%9F%E9%96%93%E7%89%B9%E8%A8%AD%E3%80%8C%E5%8D%B3%E6%99%82%E9%A0%90%E7%B4%84%E5%85%A5%E5%AD%B8%E9%9D%A2%E8%A9%A6%E7%B3%BB%E7%B5%B1%E3%80%8D


明愛專上學院（報名事宜）
7月22日起招生至額滿止，網上申請可
參閱下列網站：
https://booking.cihe.edu.hk/cfhc/app/
m_add_applicant_all.jsp

除網上報名平台以外，7月22至25日及
27日，同學仍然可到明愛專上學院將
軍澳調景嶺的校園，親身辦理報名及
入學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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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ooking.cihe.edu.hk/cfhc/app/m_add_applicant_all.jsp
https://booking.cihe.edu.hk/cfhc/app/m_add_applicant_all.jsp


東華書院（報名事宜）

7月22日起招生至額滿止，
網上申請可參閱下列網站：
https://www.twc.edu.hk/admission/

14

https://www.twc.edu.hk/admission/


VTC – THEI（報名事宜）
網上「統一收生計劃」安排：
1) 早前已報名並獲「有條件取錄」的申請人，
如文憑試放榜成績符合有關課程的入學條
件及要求，將於放榜日獲轉換成「正式取
錄」 。有關申請人須於放榜日 (7月22日)上
午9時至下午4時，登入系統確認接受學位 。

新申請人：可於7月22日至27日透過網上
「統一收生計劃」系統報讀心儀課程
(https://caform.vtc.edu.hk)。新申請人須先於
網上建立入學申請帳戶
(https://admission.vtc.edu.hk/onlineform)以登入
系統參與網上統一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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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form.vtc.edu.hk/
https://admission.vtc.edu.hk/onlineform


本地副學位 / 高級文憑 （兩年制）

最低入學要求：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中五科（包括中、英）達

到第2級或以上的成績

報名方法：

• 同學可向院校直接報讀課程，留意各大院校實

時更新資訊（網上／親身報名），可參考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S04

P8IMTSR6XG8OA5SWNUBMMJFHDRRI9H_WRQ7IX

BY/MOBIL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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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s04p8ImTSR6XG8Oa5SWnUBMMjfhdrrI9h_WRQ7IxBY/mobilebasic


副學位 / 高級文憑課程院校一覽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明愛專上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東華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港專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宏恩基督教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
國際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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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學位 / 高級文憑課程院校一覽（續）

香港浸會大學
持續教育學院

香港科技專上學院

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
香港澳大利亞伍倫貢書院

耀中幼教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青年會專業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明愛社區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院

職業訓練局（V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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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 SPACE＆HKU SPACE(PLK)
學院 方

法
備注 網上報名費

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
HKU Space
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保良
局何鴻燊
社區書院
HKU Space
(PLK)

親
身
或
網
上

- 校園內將實施以下衛生措施︰
1. 請配戴口罩
2. 填寫健康申報表
3. 量度體溫
4. 只許申請人進場
- 網上面試或即場面試（如有需
要）
- 經信用卡或網上繳費靈繳交
＊網上申請連結
（HKU Space）
https://www2.hkuspace.hku.hk/cc/cht/a
dmission/dual-mode-admission
（PLK）
https://hkuspace-
plk.hku.hk/cht/applications-and-
admissions/application-procedures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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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2.hkuspace.hku.hk/cc/cht/admission/dual-mode-admission
https://hkuspace-plk.hku.hk/cht/applications-and-admissions/application-procedures


HKCC
學院 方法 備注 網上報名費

香港專
上學院
HKCC

僅可網上 - 7月22日8:30am - 4:00pm
- 登入「網上入學申請平台」申
請-
可提供之課程：
https://www.hkcc-
polyu.edu.hk/tc/admission/key-
information-for-
application/programmes-open-for-
application/index.html
- 即日獲知結果；額滿即止
https://www.hkcc-
polyu.edu.hk/tc/admission/key-
information-for-application/application-
arrangements/index.html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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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cc-polyu.edu.hk/tc/admission/key-information-for-application/programmes-open-for-application/index.html
https://www.hkcc-polyu.edu.hk/tc/admission/key-information-for-application/application-arrangements/index.html


退還留位費／註冊費安排

•部分自資課程會於JUPAS放榜前公布取錄名單，並要

求學生繳交留位費／註冊費作實

•大部分院校亦設有退還機制，供其後獲JUPAS或UGC

學士課程取錄的同學申請退還留位費／註冊費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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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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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課程
23

高級文憑課程

基礎文憑 職專文憑
其他證書

課程

DSE 五科2級
(包括中、英)

完成中六



ＶＴＣ統一收生計劃
網上「統一收生計劃」安排：
1) 早前已報名並獲「有條件取錄」的申請人，
如文憑試放榜成績符合有關課程的入學條
件及要求，將於放榜日獲轉換成「正式取
錄」 。有關申請人須於放榜日 (7月22日)上
午9時至下午4時，登入系統確認接受學位 。

新申請人：可於7月22日至27日透過網上
「統一收生計劃」系統報讀心儀課程
(https://caform.vtc.edu.hk)。新申請人須先於
網上建立入學申請帳戶
(https://admission.vtc.edu.hk/onlineform)以登入
系統參與網上統一收生。
＊＊＊網上報名費：３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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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form.vtc.edu.hk/
https://admission.vtc.edu.hk/onlineform


基礎文憑 (繼續升學為主)
•基礎文憑課程設有八個分流︰

1. 應用科學 2. 商業 3. 社會服務 4.資訊科技

5. 設計 6. 工程 7. 酒店款接 8.零售

•畢業生可報讀VTC高級文憑課程，過去有超過8成

基礎文憑畢業生成功銜接VTC高級文憑。

•公務員事務局已接納VTC的基礎文憑為符合報考以

中學文憑試五科（包括中、英）第2級成績為入職

學歷的公務員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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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專文憑(職業導向)

職專文憑（DVE）共設有 17 個課程於三個

主要範疇︰

1. 商業與服務 2. 工程 3. 設計與資訊科技

學生在課程中會加強在該專科的知識及

技能，於畢業後投身不同行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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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課程
(入學要求︰完成中六課程)

27

5個必修單元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人際傳意

技巧

2個選修單元
+

1個延伸數學
選修單元

3個選修單元

相當於DSE考試
五科第2級資歷
(包括中英數)

相當於DSE考試
五科第2級資歷

(包括中英)

全日制課程的所有學額，將以電腦隨機抽籤的方式分配，並
非先到先得（＊第一階段）。



毅進文憑課程
學費 全期（不多於四萬元）

報名

方法

‧第一階段截止日期為20年7月20日下午4:00止 ，此階段可

透過互聯網報名及繳交報名費(已結束)

‧第二階段由7月21日上午9時起，由個別院校自行收生

開辦

院校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職業訓練局(VTC)工商資訊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明愛社區學院
香港科技專上學院

https://www.yj.edu.hk/yjpublic/schools/AllColleg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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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j.edu.hk/yjpublic/schools/AllCollege.aspx


毅進文憑課程（報名事宜）

2020/21學年毅進文憑全日制課程分兩個階段招生：

第一階段已於2020年7月20日下午4時正前截止；

第二階段的招生，則由2020年7月21日上午9時開

始，屆時個別院校將自行收生，有興趣報讀的人

士可直接向有關院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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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 (護士學校)
院校 / 課程 入學要求 報名日期 報名辦

法

明愛醫院普通科護士學校
普通科護理高級文憑

中文及英文達3級，數學、
通識及「物理、化學、生
物或組合科學」其中一科
達2級
申請連結：
https://ha.taleo.net/careers
ection/ha_ext_cs/jobdetail.
ftl?job=HAENTP_202021&l
ang=en

7月13日至
7月27日

網上申
請／

郵寄或
親身遞

交

伊利沙伯醫院普通科護士學校
普通科護理高級文憑

屯門醫院普通科護士學校
普通科護理高級文憑

香港浸信會醫院護士學校
普通科護理高級文憑

五科達2級（包括中、英、
數及兩科選修科)

留意學校公布
聖德肋撒醫院護士學校
普通科護理高級文憑

六科達2級（包括中、英、
數、通及兩科選修科）

養和醫院護士學校
護理學高級文憑

五科達2級（包括中、英、
數及兩科選修科)

留意學校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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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a.taleo.net/careersection/ha_ext_cs/jobdetail.ftl?job=HAENTP_202021&lang=en


其他課程 (資歷三 — 部份院校)

護士學校／課程 入學要求 修讀年期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
學院

文憑
2科2級及3科1級(需包括中英文，
其中一科需達2級)

一年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專科文憑 完成中六 一年

明愛專上學院
綜合教育
文憑

完成中六 一年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
誠專業進修學院

文憑
3科2級 (中文科須達1級及英文科
須達第2級)

一年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文憑
最佳成績的五科最少達7分以上(中
文1級，英文2級)

一年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
教育學院

文憑 中文及英文科達2級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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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 (職業訓練課程)

國際廚藝學院—廚藝課程

入學要求 修讀年期 科目選擇 報名方法 專業資格

完成中六 兩年

中華廚藝文憑
歐陸廚藝文憑
西式包餅及糖藝文憑
西式食品製作文憑

網上報名
(全年接受申請)

資歷架構級別：3

32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建造業監工/技術員課程

入學要求 修讀年期 科目選擇 津貼 專業資格

五科2級或以上
(包括中英數)

兩年

屋宇建造監工
土木工程監工
屋宇裝備監工

工料測量

每月$4,800
累積工作經驗及持續進
修，有機會取得如工程
師或測量師專業資歷



更多聯招以外的全日制經評審的副
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申請資訊及收
生安排2020，可參考下列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DOCU
MENT/D/1IS04P8IMTSR6XG8OA5SWN
UBMMJFHDRRI9H_WRQ7IXBY/MOBIL
EBASIC

33

(由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提供)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s04p8ImTSR6XG8Oa5SWnUBMMjfhdrrI9h_WRQ7IxBY/mobilebasic


內地及台灣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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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升學－暨大、華大兩校聯合招生

報名日期： 2020 年 7 月 22 日至 28 日 (免試入學)

申請資格：

35

一般要求 4科核心科目及1科選修科合共12分

體藝類 4科核心科目及1科選修科合共8分，

另須通過專業測試

預科班 4科核心科目及1科選修科合共8－11分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申請審核入學
（原稱「免試入學」）

中六學生：在同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中，應試科

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另加一門選修

科目 5 科總成績達 12 分或以上，可直接申請大學本科各

專業的入學資格，擇優錄取﹔ 報名日期：2020 年 7 月 22 

日至 28 日

報名網址：HTTPS://LXLZ.JNU.EDU.CN/FRONTEND/WEB/SITE/LOGIN

報名方法：可自行到暨南大學香港辦事處、

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報名確認；不設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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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xlz.jnu.edu.cn/frontend/web/site/login
https://lxlz.jnu.edu.cn/frontend/web/site/login


暨大、華大兩校聯合招生報名確認地點
37

希望通過香港中學文憑、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申請暨南大學的學生，請於
2020年7月22-28日進行網上申請，並在上述時間前往香港中旅社中環、
旺角、荃灣綠楊坊分社完成遞交紙質報名材料，繳交報名費等報名確認
手續！

香港中旅社地址如下：

• 中環分社：香港皇后大道中77號中旅大廈1樓

星期一至五 10:00-17:00（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旺角分社：九龍旺角洗衣街62-72號得寶大廈2樓

星期一至六 10:00-17: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荃灣綠楊坊分社 ：新界荃灣蕙荃路22-66號綠楊坊商場S5-6號

（星期一至日及公眾假期 10:30-17:00 ）

• 以上營業時間，最終以現場公佈為准。



應屆考生還可以到台灣升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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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院校 報名日期 公佈日期

輔英科技大學 即日至7月24日 8月21日

義守大學 即日至7月23日 8月17日

華梵大學 即日至7月24日 8月15日

弘光科技大學 即日至7月24日 8月31日

• 尚有其他院校接受報名，請直接向郭錦華老師查
詢。

• 亦可參考：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self-
enrollment?combine=%E4%B8%AD%E5%8E%9F&sort_b
y=field_begin_at_value_1&sort_order=DESC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self-enrollment?combine=%E4%B8%AD%E5%8E%9F&sort_by=field_begin_at_value_1&sort_order=DE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