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中六級 家長晚會 

主題：新高中課程大學聯招講座 

30/10/2020 

司儀︰葉惠珊老師 

講員：王秀珍主任 

問答環節︰王秀珍主任 及 藍秋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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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晚會後， 
家長可於學校網頁下載以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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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就業輔導組: 

王秀珍主任  

陳子峰老師 

鄺紫盈老師 

黎健老師 

藍秋蘭老師 

李賽琴老師 

廖文瑛老師 

蔡淑榕老師 

葉惠珊老師 

陳銘小姐 

中六級班主任: 

梁慧妍老師 
藍秋蘭老師 
王海傑老師 
葉惠珊老師 
陳敏茹老師 
林鳳薇老師 
 

 



家長如何幫助子女 
面對文憑試及聯招? 

 

1. 了解子女的興趣 、 能力、性格 
2.   搜集多元出路資訊，洞悉形勢 
3.   鼓勵子女準備報讀其他課程 (E-app)，謀定後動 
4.   掌握重要日程 
5.   以「PARENT法則」與子女保持正向溝通 
6.   幫助子女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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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子女的興趣、能力、性格 

升學 
選科 

興趣 

(閱讀、音樂、
電腦等) 

 

能力 
(空間認知、文字理解、
物理分析、計算、判斷、

觀察、敏感度等) 
性格 

  
(外向、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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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搜集多元出路資訊，洞悉形勢 



本地聯招(JUPAS) 
院校甄選準則 
成績 (校內、公開試留意計分方法) 
 

面試表現  
 

比賽 / 活動的經驗及成就 (OEA) 
 

學生學習概覽 (SLP) 
 

校方的評估 (SRR) 
 

選擇課程的次序 (Merit Order List) 

越來越多大學將
面試作marginal 

case (如同分) 的 

tie-breaker** 



教 

大 
 

嶺 

大 
浸 

大 
 

城 

大 
理 

大 
 

科 

大 
 

中 

大 
 

港 

大 

 

http://www.jupas

.edu.hk/en/usefu

l-material/ 

英文 3級 

中文 3級 

數學 2級 

通識 2級 

選修科 1 科 

2 級 
 

1 科 
2 級 
 

2科 
3 級 

2科 
3 級 

 

2科 
3 級 
 

2 科 

3 級 
2 科 

3 級 

2 科 
3 級 

 

M1/ 

M2 
(選修
科)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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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SE成績  ≥  3+3+2+2 英  中  數  通 

+ 選修科 (1/2科: 2/3級或以上) 

大學一般入學基本要求 (2020/2021 Yr 1) 

http://www.jupas.edu.hk/en/useful-material/
http://www.jupas.edu.hk/en/useful-material/
http://www.jupas.edu.hk/en/useful-material/
http://www.jupas.edu.hk/en/useful-material/
http://www.jupas.edu.hk/en/useful-material/


9 

港大、中大、理大成績換算方法 



Jupas 新生入學成績 
(2012 – 2020) 

實用資料 

http://www.jupas.edu.hk/en/useful-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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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upas.edu.hk/en/useful-material/
http://www.jupas.edu.hk/en/useful-material/
http://www.jupas.edu.hk/en/useful-material/


各院校收生成績較高學科 (2020) 

大學  學科 入學成績中位數 計分方法 

港大  文學士 
 內外全科醫學士 
 社會科學 

25 
45 
28 

最佳5科 
最佳6科 
最佳5科 

理工 地產及建設測量
土木工程 
醫療化驗科學 
物理治療學  

25.8 
22.2 
37.0 
39.6 

最佳5科 
最佳5科 
最佳6科 
最佳6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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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法: 5** (7分), 5* (6分), 5 (5分), 4 (4分), 3 (3分), 2 (2分), 1 (1分) 

 
請留意各院校及學系對個別必修及選修科目比重不一。 



各院校收生成績較高學科 (2020) 

 大學  學科 入學成績中位數 計分方法 

中大  環球商業學 
 藥劑學 
 內外全科醫學士    
 法學士 

38 
32 
36 
30 

4主修 + 2選修 
4主修 + 2選修 
4主修 + 2選修 
4主修 + 2選修 

科大 環球商業管理 49 英文+數學+最佳4科 

城大 法律學 
 

28 4主修 + 2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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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法: 5** (7分), 5* (6分), 5 (5分), 4 (4分), 3 (3分), 2 (2分), 1 (1分) 
 
請留意各院校及學系對個別必修及選修科目比重不一。 



2020大學聯招八大院校競爭激烈的課程 

資料來源：八大院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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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涵蓋指定行業範疇 

2021/22 學年資助的 45 個指定課程合共 3,306 個資助學位， 

屬於 10 個對人才需求殷切的範疇，分別為建築及工程、電腦科學

、創意工業、金融科技、護理、保險、物流、運動及康樂、 

檢測及認證和旅遊及款待。 

 

❖學費資助 

在 2021/22 學年，非以實驗室為本的課程及以實驗室為本的課程

的每年最高資助額分別增至$44,100及$76,800。  

 

 

SSSDP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安排 (21-22 Yr 1) 

https://www.cspe.edu.hk/tc/sssdp/ 

https://www.cspe.edu.hk/tc/sssdp/


SSSDP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安排  
(2021-22 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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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PAS 正式遴選結果 
(2019 - 2020) 

自資副學位:~18,300個, 
還有其他升學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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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額共 
23,563個 
 



2020大專院校資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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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日期 

香港中文大學 10月10日 

香港理工大學 10月10日 

香港科技大學 10月17日 

香港教育大學 10月17日 

香港浸會大學 10月24日 

香港城市大學 10月24日 

香港大學 10月31日 



HKDSE 成績直接由考評局遞交予有關
院校 

院校按需要進行面試或給予有條件取錄 
/ 暫取錄資格 

E-APP 將申請轉交有關院校 

18 

透過 E-APP 報讀選定的課程 

先在                          瀏覽課程資料 

三、鼓勵子女準備報讀其他課程 (E-app)，謀定後動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www.eapp.gov.hk 
 

 

宜在23/5/2021   
(首輪報名截止日期)
前上E-App報名 

http://www.eapp.gov.hk/


E-APP 參與院校: 學士學位及副學士學位 

•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 明愛專上學院  

• 珠海學院  

• 香港城巿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 香港伍倫貢學院  

• 宏恩基督教學院 

• 港專學院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  

• 香港浸會大學 

           - 電影學院 

           - 國際學院 

           - 持續教育學院  
 19 



E-APP 參與院校:  學士學位及副學士學位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 香港樹仁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 香港教育大學  

• 香港恒生大學  

•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 香港公開大學  -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 東華學院  

• 職業訓練局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 耀中幼教學院  

• 青年會專業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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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app.gov.hk/eapp/info/zh_HK/other.htm 
 

(截至2020年10月之參與院校名單) 

https://www.eapp.gov.hk/eapp/info/zh_HK/other.htm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20-21 Yr 1)  

• 每年最高資助達 $32,100 

• 最低成績: 3322 

• 不用資產審查，亦不限新生，本身正修
讀或將會升班的都受惠。讀畢副學士，
升讀自資銜接學位課程都可獲得資助。
選讀副學士就沒有資助。 

https://www.cspe.edu.hk/tc/nm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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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pe.edu.hk/tc/nmt/index.html


SSSDP資助副學士學位 
(20-21 Yr1) 

• SSSDP已擴大至副學位課程 

• 31個課程，合共2,416個學額  

• 6個範疇: 建築及工程、電腦科學、創意工
業、護理、運動及康樂和旅遊及款待。 

學費資助:  

• 在 20/21學年，非以實驗室為本的課程及以
實驗室為本的課程的每年最高資助額分別
增至$21,400及$3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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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SDP資助副學位課程 
(2020-21 Yr1) 

 

 

• Pls add the photo I whatsapped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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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as E-App 

資助學士學位  
8大 

 自資學士學位   

資助副學士學位  
城大 (AD)  
理大 (HD) 
教大 (HD) 

 自資副學士學位  
 

 
 
 

SSSDP 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學士學位  

 
 
SSSDP 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副學士學位  

 
 

自資學士學位 
公大 

 
 

(報名:7/10-9/12) 
 

(首輪報名:10/12-23/5 
次輪報名:28/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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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畢業生多元出路  
 

學院請參閱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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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仁 伍輪貢/ 

/其他(參閱上圖) 

/其他(參閱上圖) 



掌握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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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AS 申請日程 20-21 https://www.jupas.edu.hk/en/ 

日期 重要事項 

7/10 網上申請開始 

9/12 (11:59 p.m.) 截止遞交課程申請 (20個聯招選項 ) 

6/1 (11:59 p.m.) 上載校外OLE活動及成就及1,000字自述至校內Websams 

6/1 (11:59 p.m.) 截止遞交其他學習經歷 (OEA) 

14/4 (11:59 p.m.) 截止遞交其他學歷証明 (包括語文、音樂等) 

21/4 (5:00 p.m.) 遞交其他學歷証明 (包括語文、音樂等)予以核實的最後限期 

31/5 (11:59 p.m.) 改選20個聯招選項 ($100) 

2/6 (11:59 p.m.) 截止遞交學生學習概覽 (SLP) 

23/6 (9:00 a.m.) 查閱文憑試放榜後課程改選的個人時段 

21/7 文憑試放榜 

22 – 24/7 課程改選 

12/8 (9:00 a.m.) 正式遴選結果公佈 (接受或拒絕) 

30/8 (9:00 a.m.) 補選結果公佈 

2/9 (9:00 a.m.) 第二輪補選結果公佈 

家長請提醒貴 
子弟提早上載 

https://www.jupas.edu.h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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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支援 



中六班主任支援 
 

• 9 - 10月: 指導同學撰寫個人自述 

• 7月放榜後: 指導同學改選大學課程 

• 全年: 指導同學各種升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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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文科老師協作 

• 4-7月: 教導並批閱同學撰寫的學習概覽之 

                個人自述 

• 12月:  批閱同學之附加資料 



教學事務組支援 

• 為中四至中六學生提供成績預測 (Predicted grades) 

 

• 根據同學在上年度下學期考試成績作預測 

 

• 根據2020年資料，所有科目預測準確度達48.15%；  

     級別差距 (+/- 1 級別) : 89.03% 

 

• 現屆中六同學已於2/9收到成績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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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輔輔導計劃」(Career 
Mentor Scheme) 

• 「升輔輔導計劃」導師為中六同學提供升學
輔導及支援，以協助同學選擇大學課程。 

 

• 計劃屬自願性質。2020-21年度共有121 名 

    中六同學及17名老師參與計劃。 

 

• 參與老師包括: 升輔組老師及各學科老師 

31 



升輔組支援 
日期 活動 

9 月 - 11 月 1. 安排校外資深英文老師批閱學生 
       個人自述 

11月7日(六):  
下午2:30  - ~5:30 

2. 職業輔導日 

11月14日(六) 
上午9:30 - 下午12:30 

3. 聯校模擬面試日(德信中學) 
     (以Zoom進行) 

11月28日及12月5日(六) 4. 學友社模擬文憑試 

5月25日(二) 及26日(三) (上午)  5. 浸信會愛群模擬面試工作坊 

5月22日(六) (上午) 6. 聯招輔導講座 (一) 
    (同學必須出席及家長可自由參加) 

7月19日(一)(下午) 7. 聯招輔導講座 (二)  
    (同學必須出席) 32 



模擬面試工作坊 
 

• 日期: 5月10及12日 (一, 三) 

• 時間 : 上午 (2小時) 

• 每組學生數目: ~10人 

• 籌辦活動機構: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 費用: $120 (完成2小時工作坊的同學將獲資
助部分費用，資助金額視乎參與工作坊的學
生人數而定) 

33 

父母宜鼓勵子女參加 



面試時間 (~五月至七月) 
(各學院、學科不同) 

 

勿在此段日期安排出國旅行 

留意學院是否只邀請課程選擇組別A/B合適

的申請人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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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PARENT」法則與子女 
保持正向溝通 

• Partner 夥伴 ─ 勿高高在上，多了解及尊重子女
所想 

• Appreciation 欣賞  

• Ready 準備 ─ 準備和搜集課程資料，與子女討論 

• Empathy 同理心 ─ 宜易地而處，有商有量 

• Non-judgemental 不要批判 ─ 不少家長會將個人
期望加諸子女身上 ； 應與子女討論最合適的出
路 

• Tolerance 耐性 ─ 耐心地與子女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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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PARENT」法則與子女 
保持正向溝通 

• 與子女對話 Dos 

鼓勵子女 

分享人生經驗 

搜集多元出路資訊 

掌握重要日程 

保持輕鬆、幽默 

正面說話，如： 

 「我知道你已經盡咗力。」 

 「我知道你已經做得好好。」 

 「你有咩需要就話我知，我可以同你一齊諗下點做最啱
你。」 36 



五、以「PARENT」法則與子女 
保持正向溝通 

• 與子女對話  Don’ts 

 過份放大DSE的重要性 

 拿子女跟兄弟姊妹、親戚、同學、朋友的子女比較 

 只著眼於子女的不足 

 強求子女完全家長的心願 

 心急 

 負面說話，如： 

 「你次次都令我失望！」 

 「你真係無用！ 」 

 「睇死你唔得啦！ 」 
37 



六、幫助子女成長 

成長需要經歷 
 

在適當指引及充足準備下，家長可
讓同學決定自己的升學或就業途徑
，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38 



海外升學 



40 

多元出路 (海外及中國) 

海外及中國 

美加 英國 (UCAS) 

自行申請 教育展覽 
中介公司 (e.g. 

IDP,AMBER) 

澳洲及 
紐西蘭 其他 (台灣等) 

中國 

內地聯招 

經 HKDSE/TOEFL/IELTS/SAT/GCSE 
40 



外地升學  
１.   出國的留學目標?  

• 獨立 

• 移民 

• 學科在本土未有提供 

• 學科在本土有提供,但恐子女未能達到分數要求 

２.  出國有什麼好處??  提升競爭能力/語文能力 ...... 

3. 你想你的孩子成為怎樣的人??? 

4. 你和孩子有什麼準備???? 

 

程介明: 教育講座系列(五)：我兒何時「出國」？ 子女留
學的得失、利弊、遲早 Part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f0DEP46lc&list=PLCF4D
F9D08EDAC9D9&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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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f0DEP46lc&list=PLCF4DF9D08EDAC9D9&index=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f0DEP46lc&list=PLCF4DF9D08EDAC9D9&index=2


外地升國 VS 自資學士VS 副學士 
VS銜接學士(Top-up Degree) 

考慮因素: 
 
1. 學生成熟程度 、個人興趣、志向能力、 
   自我照護能力、解難能力…… 
 
2. 院校背景及環境: 學校排名、學生滿意度、 
   畢業生滿意 度、就業狀況、招生標準、歷史、 
   環境、設施、區分校園生活、治安、位置 …… 
 
3.學費差距(國立/私立大學) 
 
4.專業/認可資歷/銜接/職業出路 
 
**不應只看院校名氣,看自己心儀的學科 (選系/課 >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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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要點: 家庭財政 
若父母計劃送子女赴外國升學,考慮家庭經濟能力： 

學費+生活費+雜費(滙率波動) 
 
學費差距(國立/私立大學; 
本地自資課程差異頗大) 
 
英、美、加、澳: 不少於足以支付一年學費及
生活費的存款 
 
(申請簽証前準備~ 30萬流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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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備到外國升學? 
1. 申請所需文件 

 最近2至3年的成績及證書 (Transcripts & Certificates) 

 學生個人履歷 (CV) 

 自薦信 (Personal Statement) (A4 size) 

 推薦信 (1 – 2 封): 由校長或科任老師撰寫 

 護照副本 

 報讀設計或藝術系學生:藝術作品集 (Art Portfolio) 

 

2. 英語評審測驗 (IELTS/TOEFL) /學能傾向/學科公開考試 

 基礎課程: ~4.5 – 5.5/9分  ( 9分為滿分) 

 學士課程: ~6.0 – 6.5/9分 

 牛津 / 劍橋學士課程: ≥ 7.5 (總); ≥ 7 (各卷)(Higher level scores) 

≥ 7 (總); ≥ 6.5(各卷)(Standard level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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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心理質素 

• 獨立 

• 自理能力 

• 解難能力 

• 道德感 

 

4. 及早諮詢及準備:至少半年前提出申請 
45 

如何準備到外國升學? 



122間大學免試招生 (20-21 Yr 1) 

分佈21個省市及1個自治區 

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江
蘇、四川、雲南、湖南、江西、山東、廣西、陝西、遼寧、河南、
海南、甘肅及吉林 

選四所大學, 共16 個專業(課程) 

成績最低要求為 3322 

報名日期:  2020年 3 月 

面試 : 4月至7 月初 

公佈錄取名單: 7月底 



 
內地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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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所計劃高校： 暨南、
中山、武漢、廣州、 

復旦、深圳、華僑、北京、 
上海交通大學…… 

熱門科目: 人文、工管、 
中醫及語言 

熱門大學: 暨南、中山、 
深圳 

傳統名大學:  

北大: 理科、人文社科、醫科 

清華: 工科 (30%學生可出國交流) 

(6科達24分以上可選重點大學) 

學費/年:  

RMB 4,000 – 10,000 

生活費/年 :  

RMB 10,000 – 20,000 

2020-2021 Yr 1: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
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
scheme/scheme_2020/info_chinese_onl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0/info_chinese_onl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0/info_chinese_onl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0/info_chinese_onl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0/info_chinese_onl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0/info_chinese_onl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0/info_chinese_onl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0/info_chinese_only.pdf


北大的邀請申請 
 
北大: 3名額（~12月份通告）(面試在港舉行) 

 
 

同學應問問自己北上求學的原因： 
• 想修讀本地大學未有開辦的學科與專業？ 
• 想設身處地了解國家最新發展及基本情況？ 
• 想盡早建立人際網絡，為他日北上發展鋪路？ 
• 想以較優惠的入學門檻，取得更多學科選擇和  
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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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021-22 Yr 1) 
 
 
 
 
個人申請制: 
• 中學文憑試成績最低要求:  
     中 + 英 + 數 + 兩科 = 2, 2, 2, 2, 2 
• 報名日期:  1/11  18/12: 選擇4個志願,  審查結

果根據校內成績 + 推薦、 志願次序、收生名
額 

• 3 月底公佈結果, 未獲錄取者進入聯合分發 
•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2021年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  
日期: 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 
時間:中午12時30分至13時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台灣 
聯合分發制:    

聯招會按申請人中學文憑試成績、各
院校招生名額及選填志願統一分發 
• 報名日期: 8/2  20/3 
• 文憑試放榜後選擇70個志願  
• 7月底公佈結果   

第一類:文,法,商 
第二類:理,工 
第三類:醫 

第二、三類組得互跨類組選填志願 



 公告網站：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06-1069-
210021,r2765.php?Lang=zh-tw 

 

招生簡章：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var/file/69/1069/img/2827/713011
222.pdf 
 

 

單招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var/file/69/1069/img/2827/427873
764.pdf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20年10月12日(一)13:59 

 

審查結果公告(預錄生名單)：2020年12月25日(五)14:00 

 

錄取名單公告：2020年12月31日(四)14:00 

 

僑生單招報名網站：https://ocsadm.oia.ncku.edu.tw/index.php?i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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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立成功大學 (台南)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06-1069-210021,r2765.php?Lang=zh-tw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06-1069-210021,r2765.php?Lang=zh-tw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06-1069-210021,r2765.php?Lang=zh-tw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06-1069-210021,r2765.php?Lang=zh-tw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06-1069-210021,r2765.php?Lang=zh-tw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06-1069-210021,r2765.php?Lang=zh-tw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06-1069-210021,r2765.php?Lang=zh-tw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var/file/69/1069/img/2827/713011222.pdf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var/file/69/1069/img/2827/713011222.pdf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var/file/69/1069/img/2827/427873764.pdf
http://overseas.oia.ncku.edu.tw/var/file/69/1069/img/2827/427873764.pdf
https://ocsadm.oia.ncku.edu.tw/index.php?i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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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AS (申請英國大學) 
• 選擇: 5大學 

 

• 申請費用: 25 英磅(5選擇);  

                     20 英磅 (1選擇) 

 

• 交額外學業成績(語文):  7/4 ; 14/4 

 

• 熱門科目:會計、法律、醫科、藥劑、建築 

 

• 網址: http://www.ucas.ac.uk/ 
 

http://www.ucas.ac.uk/


UCAS (申請英國大學) 
  
15/10 
 
15/1 

 
24/3  
 
30/6 
 

**截止日期前三日遞交 
 

醫科、牙科、 

獸醫 (牛津、劍橋) 

 

所有其他課程 

(不包括藝術及設計) 

 

藝術及設計 

 
 

視乎尚有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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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S (申請英國大學) 
 

資料來源: UCAS 

. 

IELTS / TOEFL 
IELTS英國簽證及移民測試 (UKVI) : $2,290 
不同課程的要求︰ 
• 大學基礎課程 / 高級文憑: DSE: 333 – 444;  

IELTS: >5.0 
• 大學學位: DSE: >44433 穩入大學;  IELTS: >6 
• 英國最佳30名大學學位要求: DSE: 544-555;  

IELTS: >6.5 
網址: http://www.ucas.ac.uk/ 
 

http://www.ucas.ac.uk/


IELTS 英國簽證及移民測試  
(學術測試) 
 
英國升學 (均適用於其他國家) 
 
*AC: 學術測試 

*GT: 通用測試 
 
HTTPS://WWW.IDP.COM/HONGKONG/IELTS-HK/UK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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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dp.com/hongkong/ielts-hk/ukvi/
https://www.idp.com/hongkong/ielts-hk/ukvi/
https://www.idp.com/hongkong/ielts-hk/ukvi/


英國升學  

優點:重紀律,傳統,學術環境, 多選擇,易適應 

大學數目: 160+ 

大學學位費用:₤ 14,000 – 35,000 /年 

生活費 :₤ 9,600 – 12,000 /年 

學士: 3 年(工程: 4年 ; 醫科: 5-6年) 

可工作(一星期: ≤ 10小時) 

http://www.educationuk.org 

留意: 疫情  實體學習/線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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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DP, 英國文化協會 

http://www.educationuk.org/


英國牛津 / 劍橋大學 

• 著重學生對學科有多大熱情 

 

• 是否關心世界議題？ 

 

• 有清楚表達個人觀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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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考試: SAT / ACT / ISEE  

申請日期: 11月初(個别申請心儀大學) 

一般申請(Common Application): 12月至1月 
                                                    (可選五間大學) 

學科:遺傳工程學,IT,管理,健康科學,商業 

收生要求:  

• 個人短文/ 面試 /學校考試/活動 
http://www.hkeaa.edu.hk/tc/ipe/exams_country/us/countryexam.html?
us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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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aa.edu.hk/tc/ipe/exams_country/us/countryexam.html?usa#list
http://www.hkeaa.edu.hk/tc/ipe/exams_country/us/countryexam.html?usa#list


美國 

2 – 2年 社區大學 (大學一、二年級) 

入讀美國社區大學可作為跳板 

以經濟的費用，較短時間銜接排名更高的大學 

接軌學士學位選擇較多 

入學要求較四年制大學彈性 

豁免 TOEFL / IELTS / SAT / ACT  

每年學費及住宿費只須約港幣 150,000元起 

 

留意: 疫情  簽証????? 線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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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優點:現代,安全,和諧,多元化 

易適應,易找工 

熱門科目:獸醫(6年),護理及健康科學,航空,工程, 法律, 

   商科, 言語治療 

 學士: ~3 年完成 

 開學: 大部份2月底或3月初; 部份: 7月 

 截止申請: 8/9月 

 Link: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Ranking: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World-
University-Rankings-2019/Australia.html 

 留意: 疫情 封關: 線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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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DP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新加坡,瑞士,奥地利 
酒店管理 
帶薪實習 
**海外升學六月 / 七月招生會 
   (多留意及出席會有意外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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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的國家 

• 瑞典, 芬蘭, 奧地利, 挪威, 德國 

 

• http://www.scholars4dev.com/4031/
list-of-european-countries-with-
tuition-freelow-tuition-universities-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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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排名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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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中畢業生升學出路  

(2019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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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中畢業生 
升學比率 (學友社 2019-20)(大學第一年) 

• 學位（政府資助課程＋自
資課程） 

 
30% 

 

•副學士學位＋高

級文憑課程 
50% 

• 其他（新毅進／ 
文憑課程／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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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呂中新高中畢業生升學比率  
(2019 – 20) 

 

•學位課程 
 

77%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課程 16% 

•其他 (包括重讀及未確定選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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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135 



2019–2020年呂中畢業生出路統計 (共135同學) 

升讀以下學位 / 課程 百分比 (%) 

學位  本地(資助) 64.4 

本地(自資) 1.5 

外地(自資) 11.1 

升讀學位同學 77.0 

副學位 本地(資助) 1.5 

本地(自資) 12.6 

外地(自資) 2.2 

升讀副學位同學 16.3 

其他 包括重讀及未確定選擇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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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UGC-Funded 
Degree 

64% 

Local UGC-Funded 
Sub-Degree 

2% 

Local Self-
Financed Degree 

2% 

Local Self-
Financed Sub-

Degree 
13% 

Overseas Degree 
11% 

Overseas Sub-
Degree 

2% 

Repeat 
2% 

Others 
4% 

Baptist Lui Ming Choi Secondary School 
F.6 Prospect Survey (2019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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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忠告 
1. **鼓勵子女勤力讀書，爭取優良的校內成績及

DSE 成績 

2. 幫助子女及早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興趣 、 能

力、性格)   

3. 鼓勵子女多閱讀中、英文報章，培養個人分析

及表達能力 

4. 成長必經階段 
 

72 



參考網頁 
教育局 http://334.edb.hkedcity.net/index.php 

Ipass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https://www.cspe.edu.hk/tc/ipass/index.html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http://www.hkacmgm.org 

大學聯招 www.jupas.edu.hk 

學友社 http://www.student.com.hk 

香港教育城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zh-
hant/category/pathways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
助計劃 

https://www.cspe.edu.hk/tc/sssdp/sssdp.html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Concourse 

https://www.cspe.edu.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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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學 
• 若同學需申請推薦信及成績預測，請瀏覽
學校網頁: 

• http://www.blmcss.edu.hk/~main/index.php/en/do
wnloads 

由於申請人數眾多，同學請預留最少10個工作天讓老師完成相關文件。 

http://www.blmcss.edu.hk/~main/index.php/en/downloads
http://www.blmcss.edu.hk/~main/index.php/en/downloads


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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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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