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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招辦法

經此辦法可申請修讀：

1.城大、浸大、嶺大、中大、教院、理大、科大及港大
教資會資助的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2.教資會資助的城大全日制副學士學位課程

3.教資會資助的理大全日制或廠校交替制高級文憑課程

4.教資會資助的教院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

5.自資的公大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6.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SSSDP) 資助計劃院校的全日制

學士學位課程

備註：其他學士、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是不用經聯招申請的。



SSSDP院校及課程

http://www.jupas.edu.hk/tc/j4/sssdp/programme-information


學費之比較

Programme Tuition Fee

UGC Degree $42100

City  AD $31575

Poly  HD $31575

I.ED HD $15040

Self-financing To be announced

SSSDP $69000 -- $111800

( $15800 -- $45800 )



JUPAS App
http://www.jupas.edu.hk/tc/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k.edu.jupas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jupas/id733734939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k.edu.jupa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k.edu.jupas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jupas/id733734939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jupas/id733734939


總結八大院校基本入學要求

院校 一般入學要求 應用學習認受性

香港大學 3322+2X(3) 作額外輔助資料

科技大學 3322+2X(3)(M1) 作額外輔助資料

中文大學 3322+2X(3)(M1)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部份)(只作加分)

城市大學 3322+2X(3) 作額外輔助資料



總結八大院校基本入學要求

院校 一般入學要求 應用學習認受性

理工大學 3322+1X(2)(M1)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相關)

浸會大學
3322+1X(2)(M1)

(理學院)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視覺藝術課程)

教育學院 3322+1X(2)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嶺南大學 3322+1X(2) 作額外輔助資料



報名手續(I)

到 www.jupas.edu.hk

留意「申請人手冊」的位置

建立申請人帳戶 (稍後會示範)

留意登入名稱及密碼是自訂的

繳交申請費 ($420 + $300)

選擇課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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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手續(II)

 OEA (10 items)

 AI (500 words)

 SLP

 Other Academic Results

 Music Qualifications

 Prior Education

 Alternative Chinese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Disability Information



聯招統計數字：











Other Academic Results



Music Qualifications



大學聯招辦法

電腦甄選程序：去片

http://www.jupas.edu.hk/tc/page/detail/648/


大學聯招辦法

1. 先想像每一科都有一個擂台。

2. 電腦把選擇了這一科的同學「排隊」。

3. 超出該科收生限額的同學會被列入後
備名單。

4. 當電腦「讀」到後備名單中，有同學
的分數高過擂台上最後一位時，他們
便對調位置。



重要日程

 2/12：申請 deadline (+$300)

 3/12 - 24/5：更改課程選擇 ($80)(~8.09%)

 2/2：OEA deadline ( ~18.5%)

 7/4：Other Qualifications deadline

 29/4：SLP deadline

 23/11： Other Qualifications 的正本交班主任老師

 23/11之後才有，可於之後再交112室譚世安主任
，惟事先要向譚主任及戴主任備案。

 14/6：Check time-slot



聯招選科須知
 20個課程會分成五個組別 (Band A 至 Band E)

 各院校只知你將課程放在那一組別，絕對不清楚

組別內的次序。

 通常各院校只會選擇Band A 及 Band B的學生來參

加面試。 組別 課程選擇優先次序

A 1 – 3

B 4 – 6

C 7 – 10

D 11 – 15

E 16 – 20



聯招的統計數字(可作參考)



聯招選科須知
縮窄範圍：

利用消元法刪去要求太高的系別

了解對方：

到各系別的獨家網址研究研究

把握各大學的開放日，到心儀的目標地點不恥下問。

清楚各系別的計分方法

了解自己：

還記得上學年完成的CII 嗎？

「香港專上學科選擇測評量表」

http://student.hk/appraisal/appi/?lang=c

只指導你專業進修的方向，不是決策！

http://student.hk/appraisal/appi/?lang=c


城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浸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嶺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中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教院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理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理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理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科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http://join.ust.hk/cal/cal.html


港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公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收生成績的 及

 意義何在？

 25th percentile：
 有 25% 的學生高於所示成績

 50th percentile 即

 75th percentile 即

 75th percentile 高於 50th percentile？





推薦憑據
 學術以外的表現

 七個主要範疇
 藝術
 音樂
 文化活動（例如：下棋、文化交流）
 運動
 社會服務
 創意活動（例如：機械人設計、故事創作）
 領袖才能

 其他範疇（特殊才能表現）



推薦名額

 每校有 3個 名額

 結果可以分為四類：

無條件取錄

條件取錄

酌量加分

不獲考慮



酌量加分



條件取錄



推薦程序及時間表

程序 時間

1 學生自薦 2015年12月5日前

2 班主任推薦 2016年3月12日前

3 校長推薦 2016年3月19日前

4 通知被推薦者 2016年3月26日前



學生自薦步驟

1. 集齊憑證文件副本（不要正本）

2. 填寫文件清單

3. 遞交自薦憑證截止日期：12月5日



大學資訊日

科大 26/9

理大 10/10

浸大、城大 17/10

嶺大、中大 24/10

教院 31/10

港大、公大 7/11



SSSDP 院校資訊日

• 珠海、THEi、東華 14/11

• 恒生管理學院 21/11

• 明愛專上學院 28/11



本校會安排的活動

城大專上學院講座 10月14日

小組輔導 10月30日

參觀屯門青年學院連體驗 11月4日

香港科技專上學院講座 11月11日

參觀青衣IVE 11月18日

懲教署招募講座 11月25日



本校會安排的活動

參觀葵涌青年學院連體驗 12月2日

 IVE高級文憑、基礎文憑講座 12月9日

大學面試秘笈專題講座 12月17日

參觀開辦毅進文憑課程專上院校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