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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必備物品 Check List
如你預期⾃⼰能以JUPAS考⼊⼤學

o ⾝份證明⽂件正本

o 鎮定的⼼情

o JUPAS上屆收分報告

如你不預期⾃⼰能以JUPAS考⼊⼤學，並預期要報讀JUPAS以外課程，

請額外攜帶：

o 信⽤卡/現⾦

o 中四⾄六成績表正副本及 scan 版

o 課外活動獎項證明正副本及 scan 版

o SLP 正副本及 scan 版

o ⾃資院校錄取或有條件錄取通知書正副本及 scan 版

o 可以上網的⼿提電話/平版或⼿提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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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到好多問「讀XX科」好唔好嘅問題，同埋我發覺好多同學都唔知道點樣揀⼤

學，對揀科亦都有好多誤會。其實咁主觀嘅問題真係好難答，以後有幾個決定⼀科

「好唔好」嘅因素，希望幫到⼤家

1. 課程教學質素
⼤學係學習嘅地⽅ (?)，所以課程幫唔幫到你獲取新知識同技能相當重要。例如⼀個

課程⼊⾯會讀乜嘢course、教授教得好唔好、課程編排會否令你學到新技能（例如

科技知識、soft skill、國際視野等）。唔少同學希望⼤學課程有更多思辯、追求深⼊

知識，做到喺思想同⼈⽣觀上有昇華，亦都係構成「好」嘅重要因素

2. ⼤學配套與氣氛
除咗⾃⼰個科之外，間⼤學整體嘅氣氛亦都影響你四年嘅體驗。無可否認，三⼤更

加國際化、資源更多可以令到你有更多出外交流、接觸海內外學⽣同本地精英嘅機

會。⼤學本⾝嘅活動、書院制度及宿舍影響你四年嘅社交⽣活，幫助你拓展⼈際關

係同建⽴友誼，亦都⾮常重要，依⽅⾯中⼤同港⼤就⽐較強。如果你覺得⾃⼰⽐較

match嗰間學校，你會更加容易融⼊間⼤學，享受更精彩繽紛嘅校園⽣活。其實⼤

學可能只有少過⼀半時間同你主科有關係，所以整個package甚⾄⽐起⼤學科⽬排

名更加重要



放榜必��我�後�定�XXX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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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路與前/錢途

⾹港⼈好現實，永遠淨係識睇錢。但⼤學作為出社會前最後⼀關，能否幫你搵⻝當

然⾮常重要。專業科⽬畢業後會有牌，保證你有⼀定競爭⼒同⼯作機會當然好好。

對於其他科⽬，其實你讀咩同你出嚟做咩冇必然關係，讀⽂科出嚟可以做商科嘅

嘢，反之亦然。所以，⽐起主修科⽬，⾃⾝努⼒更加重要。好多時⼯作機會唔係透

過主修乜乜科⽽⽐你，⽽係睇你⼤學有冇參加唔同活動，累積實務經驗、建⽴⼈際

網絡⽽獲得。例如⼤學有好多所有科都參加得嘅Mentorship/career programme，幫

助你尋找⾃⼰有興趣嘅⼯作。當然，商科係依⽅⾯嘅⽀援同網絡會更加多

4. ⼤學排名及科⽬排名
⼤學排名在某程度上都反映課程質素，但排名不能盡信，因為好多時排名係跟研究

院⽽唔係本科嘅實⼒排。但如果你想去外國從事研究，通常建議揀返三⼤，因為佢

哋嘅研究⽔平⽐較⾼，國際上更多學術界⼈⼠認識三⼤

5. 國際交流機會
喺全球化嘅世界下，同不同國籍、不同背景及⽂化嘅⼈交流係重要嘅技能。因此，

如果院校提供更多海外交流機會，校園內嘅國際化程度更⾼，亦都可以幫助你擴闊

眼界，成為全球公⺠，甚⾄喺未來去其他國家⼯作同體驗

所以，⼀科好唔好其實有好多因素影響，唔係咁簡單可以答到，要睇你重視啲乜嘢

因素⽽決定揀邊⼀課



�港⼤學

�往��JUPAS�招報�港⼤的⽂憑試考⽣�必須�合「3322+33」
的���學��；⽽在���下�考⽣在中��⽂或兩科��科中�
其中⼀科成績未��3級�⽽其�學科成績優異�仍有����港
⼤�惟失⼿的科⽬成績不����2級��項彈性收⽣���⽤�所
有港⼤本科課��

HKU��收分計法
考⽣報�的港⼤課�所持的總分�（�不同課�的�學計分⽅�式計
�）�將�被「打九折」考���⾔之�失⼿的同學可��情�免
「3322+33」的���學���不��同學必須把報�的港⼤課�放
在Band A�並�⾜報�的其��定���例�成功��⾯試�

主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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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同學都會擔⼼中⽂拎 2/數學拎 1/通識拎 1，但其他科考得好好，卻無得⼊⼤
學，但其實今年好多⼤學都有彈性安排⽐主科失⼿嘅同學，⼤家可以睇下⾃⼰ meet
唔 meet 到 Requirements.

�港科技⼤學

在DSE中未�「3322」���學���其中⼀科主科成
績��上���⼀級�⽽另5科共考�5粒星的考⽣�可
�科⼤特別考�

⽽有意報理學院或⼯學院的考⽣��未�「332233」及
其中⼀科成績��上���⼀級�但應考⾄�3科STEM
類��科⽬及當中��三粒星�將相關課�放在JUPAS
�學申請的Band A��可�特別考�



�⽤�DSE未�合���學��「3322」的考⽣
在DSE應考⾄�3科STEM類��科⽬（⽣物��學�物理��學
�伸⼀或⼆�組合科學�綜合科學�資訊及�訊科技及設計�應
⽤科技）�並合共考�⾄�三粒星 (*�為其�課�����有不
同�但中⼤⽅⾯沒有仔細列明)
在JUPAS�學申請表中將學科放到較前志願

�港中⽂⼤學

�港中⽂⼤學在2021年開�將彈性收⽣��由理學院及⼯�學院�展
⾄�校��⼦⽣即使有⼀科核⼼科⽬成績未�標�但��科⽬表現優
異�仍�有���考����學�不��CU並沒列明對考⽣在��
科的成績���但考⽣的專精�域須�JUPAS報�課�對應�相關學
�可�情考�其�學申請�

有關理學院及⼯�學院的彈性收⽣���下�

主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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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理⼯⼤學

在DSE⽂憑試中未�「332233」���學���其中⼀
科成績��上���⼀級�⽽另5科共考�5粒星的考
⽣�可�科⼤特別考�

⽽有意報理學院或⼯學院的考⽣��未�「332233」及
其中⼀科成績��上���⼀級�但應考⾄�3科STEM
類��科⽬及當中��三粒星�將相關課�放在JUPAS
�學申請的Band A��可�特別考�



�港城市⼤學

考⽣�其中⼀個核⼼科⽬的成績��相關課
��學��⼀個級別�⽽其「4C+2X」成績
�相關學院的分���及⾯試表現優異�學
⽣或有���其組別A課����報�⼯學
院課�的學⽣除了�合�上���同時��
在兩個� STEM 相關的科⽬ 中��良�成績

主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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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未考�「332233」及其中⼀科成績��上���⼀級
的考⽣
其�科⽬中共��兩粒星
在JUPAS�學申請表中將相關課�放在Band A 

�港��⼤學

�港��⼤學彈性收⽣���下�

主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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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未考�「33222」及其中⼀科成績��上
���⼀級的考⽣
個別科⽬表現優異
在JUPAS�學申請表中將相關課�放Band A

�港�育⼤學

�合�上��有���EduHK彈性�理及��參加⾯
試�

參考⾃【⼤學彈性收⽣ 2022】港⼤等7間⼤學JUPAS⼊學要求⼀覽！ - 尋補・Blog (tutorcircle.hk) 及各⼤院校官網及媒體報道



Sub-degree 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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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升上 Poly：PolyU HKCC
想升上 HKBU：HKBU CIE
想升上  CityU：UOW

HKCC: Business, Health Science, Design 
HKU Space: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rts 
HKBU CIE: Sport Science, journalism 

1.  ⼊Asso/high dip 有咩要求？
 5科包括中英⽂ 2

2.  點報 Asso/high dip?  
各⼤院校有網上及現場報名，可參考本⼿冊前⾴

3.  咩科⽬嘅 Asso/High dip  
較易升返⼤學？  差唔多，睇你努唔努⼒。通常有興趣嘅會易啲讀得好同上返
⼤學

4.  Asso/High Dip 邊間好啲？  

⼀般⽽⾔，HKU Space，Polyu HKCC，IVE ⼝碑較好，若想升返上個別⼤
學，「親⽣仔」會較好：

就科⽬⽽⾔，個別學院嘅科⽬更好

強烈建議同學揀 HKCC/HKU Space/BUCIE，⼝碑課程較有保證

CAMPUSLY.DSE



Sub-degree 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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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績好 (GPA>4)，有唔少例⼦係第⼀年升返上⼤學。但第⼀年升上去係
讀Year 1 (即係會⽐同屆遲⼀年畢業，但你可以享受四年完整嘅⼤學⽣活) 
如果成績不是最出⾊ (GPA約3.3以上)，完成第⼆年課程後可以直接升上⼤學
三年級

5.  Asso/High Dip 有咩出路？ 
約四⾄五成學⽣可駁上 UGC-Funded 學⼠ (⼋⼤)，其他學⽣會升上外國⼤學學
⼠/本地⼤學⾃資學⼠（PolyU Speed etc.）等（認受性相對較低）

6.  Asso  同  High Dip  有咩分別？ 
前者較多通識科⽬，後者較多專修科⽬，High Dip 較職業導向，不過基本上冇太
⼤分別。除⾮你想讀完 Sub-degree 就即刻出嚟做嘢，如果係咁嘅話，HD 會好啲

7. 私⽴⼤學 (HSU/SYU)、MU學⼠還是Asso/High Dip 好？ 
前者直接讀四年，若想升返⼋⼤ UGC 學位，後者較⼤機會。私⽴⼤學要上返⼋
⼤UGC 學位極難，如果你係想⼋⼤畢業，建議⾏ Sub-degree 上去

8.  Asso/High Dip要讀幾年先升到上去？  

9. Asso難唔難讀？  
取決於你嘅決⼼、個⼈努⼒同本⾝能⼒。基本上⼤部份DSE考17分左右或以上嘅
同學，只要俾⼼機讀，都上得返去⼋⼤

10. 如果 JUPAS 放咗榜有學⼠Offer ，有無得退返Asso/High Dip 留位費？ 
 可以

CAMPUSLY.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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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ke Sub-degree (Asso/HD)

制度
你對 DSE 制度較熟悉，所以可預

早制定學習計劃

⼤專學習模式不同，你或需要時

間適應，但若你不喜歡公開試學

習⽅式，改變學習⽅式或可提升

成績

考核內容
公開試⼀次過考核三年課程，試

定⽣死

Sub-degree 只考 1 個 Sem (半
年) 課程，溫習相對較輕鬆

⽀援
公開試⾃⼰⼀個考，未必有同伴

互相⽀持

Sub-degree 有機會遇到希望上
返⼤學的同學，可以互相⽀持

模式
公開試為個⼈考核，基本上兩⼩

時的試卷便決定你的成績

Sub-degree 評核⽅式多樣，⽽
且需要持續的努⼒，除考試外，

學期中亦有 Group Project （也
有Freerider⾵險)、寫 essay 及

paper 等

成本
考試費約為$1500-2500 (取決科
⽬量)，但可能有額外的補習費

每年學費約$45000-60000

Retake 定 Sub-degree��

CAMPUSLY.DSE



申請�核 DSE 成績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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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check  同  Remark  有咩分別�
前者只是「重�計�」�卷分��不�重改你���；後者�搵改卷員或評卷主
�重� �卷

2. ��可 Appeal ��科�
4 科（中��論 Appeal ��卷�當⼀科計）

3. Appeal  咩科較易升分� 
⽂科�中��識 (或公⺠及社��育) �有較�主�評核的科⽬

4. �申請 Appeal���錢�
經學校申請�每間學校�同�付款⽅法及截⽌⽇期可參考下⽂

5. Appeal 易�易升分�
��頗��請不�抱太⼤期��即使�分了�不��Grade。

6. Appeal 後�否改 JUPAS？
可���之前已經放咗� 20 個��� Program「重�考��學資格」��可��
�課��代本�已�的課�（�� 5 個）

CAMPUSLY.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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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核 DSE 成績步�

CAMPUSLY.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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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核 DSE 成績步�

CAMPUSLY.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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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核 DSE 成績步�

CAMPUSLY.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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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核 DSE 成績價錢

CAMPUSLY.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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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DSE 成績 Timeline

CAMPUSLY.DSE



HKBU 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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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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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U HKCC

HKDSE申請⼈: DSE放榜⽇�上報�  (7⽉20⾄22⽇)
使⽤「�上�學申請�統」�上午8時30分 － 下午4時正報�
https://www.hkcc-polyu.edu.hk/

HKU Space

招⽣⽇報�
申請⼈可�2022年7⽉及8⽉之招⽣⽇��「報��⼦�
統」�交申請�並即⽇�⾏⾯試(���)。
(截稿⼀刻未有詳細資訊)

現場報名：ONLINE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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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HK

VTC�訓局IVE/HKDI�

於「VTC中六⼊學申請平台」https://s6portal.vtc.edu.hk 進⾏新⽤戶登記
遞交⼊學申請表並繳付申請費港幣300元
上載申請費繳費收據 (已繳付的申請費⽤概不發還)
按「參加統⼀收⽣計劃」，以遞交課程選擇，最多可選擇兩個課程及為每

項課程填寫⼀個分校志願。

1.
2.
3.
4.



22

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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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學聯招辦法」參與院校新⽣⼊學成績 

https://www.jupas.edu.hk/en/page/detail/3667/

SSSDP: 遴選結果統計 -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https://www.jupas.edu.hk/en/page/detail/3669/

對每科有問題可以問邊個？JUPAS各科tutor/studygram
Contact List



Contact us for
more questions

www.dsefreegiveaway.com

@campusly.dse
放榜專⽤ IG: @jupas2022d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