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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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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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會資助的教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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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http://www.cspe.edu.hk/sssdp/ZH/programmes1819.asp

 課程涵蓋十個有殷切人才需求的行業，分別是
護理、建築及工程、檢測及認證、創意工業、
電腦科學、金融科技、保險、物流、旅遊及款
待、運動及康樂。

 課程數目由去年17個大幅增加至37個，學額亦
由1062個增至2776個。

 資助計劃按兩級制提供單位資助：成本較低的
非以實驗室為本課程資助可達40,000元；成本
較高的以實驗室為本課程，資助較多，可達
70,000元。

http://www.cspe.edu.hk/sssdp/ZH/programmes1819.asp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http://www.cspe.edu.hk/content/nmt-annual-subsidy?lang=ZH

 提供每年三萬元的免入息審查資助給符合以下
資格的香港學生：

(a) 如報讀合資格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須在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考獲「3322」的成績；或

(b) 如報讀合資格的自資銜接學位課程，須具有副學位

資歷（即修畢相關的副學位課程）。

 院校課程名單

http://www.cspe.edu.hk/content/nmt-annual-subsidy?lang=ZH
http://www.cspe.edu.hk/PDFs/NSS/NSS_Prog_TC.pdf


學費之比較

Programme Tuition Fee

UGC Degree $42100

City  AD $31575

Poly  HD $31575

EdU HD $15040

Self-financing To be announced

SSSDP $69000 -- $135482

( $4990 -- $65482 )



JUPAS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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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課程：「達標並表現優異」

視為額外修讀一個 X 作加分

城市大學 3322+2X(3)(M1)
部份課程：「達標並表現優異」
視為 X，其他作額外輔助資料

http://www.aal.hku.hk/sites/default/files/2017 Programme Admissions Information.pdf
https://join.ust.hk/jupas-score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doc/programme_requirements_2018.pdf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doc/programme_requirements_2018.pdf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entreq/bd/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entreq/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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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3)(M1)

(護理及精神健康護理除外)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一個、相關)

浸會大學 3322+1X(2)(M1)
(視藝、傳理、文學士、商學院、理學院)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傳理、體育、視覺藝術部份課程)

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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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ectus/ug/jupas/programme-requirements?field_prog_jps_discipline_tid=5&combine=
http://www.jupas.edu.hk/en/programmes-offered/polyu/
http://www.jupas.edu.hk/en/programmes-offered/polyu/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arts/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ava/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comm/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arts/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bus/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sci/
http://www.comm.hkbu.edu.hk/admission/en/elective_subjects.html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sosc/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ava/
http://www.eduhk.hk/degree/app_jupas_dse.htm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jupas/requirements.php


報名手續(I)(必須完成)

到 www.jupas.edu.hk

留意「申請人手冊」的位置

建立申請人帳戶 (戴主任已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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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jupas.edu.hk/tc/applicants-user-guide/application-procedures/1-application-procedures-mandatory/


報名手續(II)(如適用)

 OEA (10 items)

 AI (500 words)

 SLP

 Other Academic Results

 Music Qualifications

 Alternative Qualifica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Prior Education

 Disability Information



聯招統計數字：OEA, AI, SLP

2016年，53781份申請中，

約14000份沒有OEA；

約18000份沒有AI ；

約20000份沒有SLP ；

8350份OEA、AI及SLP皆沒有



聯招統計數字

2017年，48195份申請中，

9429份沒有OEA；

4797份於放榜前改課程選擇；

29220份於放榜後改課程選擇

。



Other Academic Results



Music Qualifications



Alternative Qualifica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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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申請 deadline (+$300)

 6/12 - 23/5：更改課程選擇 ($80)(~9.95%)

 24/1：OEA deadline ( ~19.6%)

 21/3：Other Qualifications deadline

 25/4：SLP deadline

 27/11： Other Qualifications 的正本交班主任

 27/11之後才有，可於之後再交112室譚世安主
任，惟事先要向戴主任備案。

 13/6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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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jupas.edu.hk/tc/application-procedures-information/selection-amendment-of-programme-choices/actual-pirority-of-programme-choices/


聯招的統計數字(可作參考)



聯招選科須知(I)

縮窄範圍：

利用消元法刪去要求太高、組合不符的系別

例：JS2420 ：一定要有化學

JS6767：英文最少要4、數學最少要3



聯招選科須知(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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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招選科須知(II)續

計分方法：

DOUBLE COUNT

EXTRA ELECTIVE → BONUS POINT

APL → BONUS POINT

5* / 5**  → BONUS POINT

https://join.ust.hk/jupas-score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doc/programme_requirements_2018.pdf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doc/programme_requirements_2018.pdf
http://www.aal.hku.hk/sites/default/files/2017 Programme Admissions Information.pdf


聯招選科須知(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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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理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I)



理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II)



理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III)



科大收生成績表示方法
http://join.ust.hk/cal/c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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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 50% 的學生低於所示成績成功入讀

 有 25% 的學生低於所示成績成功入讀

高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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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15日前

2 班主任推薦 2018年2月9日前

3 校長推薦 2018年3月16日前

4 通知被推薦者 2018年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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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大學資訊日

科大 23/9

理大 30/9

浸大 7/10

城大 14/10

教大、中大、嶺大 21/10

港大、公大 4/11



SSSDP 院校資訊日

• 東華學院 11/11

• 明愛專上學院 17-18/11

• 恒生管理學院 18/11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24-25/11

• 珠海學院 25/11



本校安排的活動

副學位課程講座 9月21日

小組輔導(I) 10月6日

理工大學講座 10月12日

小組輔導(II) 11月17日

嶺大學科體驗工作坊 11月30日

 IVE資訊日 12月1日

 IVE高級文憑、基礎文憑講座 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