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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及人文
•	 文學（語言及人文學科）

—	 雙語研究
—	 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
—	 英文及英語文學研究
—	 人文學科
—	 日本語及日本文化
—	 韓語及韓國文化

•	 建築學

•	 室內設計

•	 翻譯及傳譯

•	 視像傳意

社會科學
•	 文學（法律學）

•	 文學（媒體、文化及創意）
—	 廣告及傳意
—	 創意媒體及文化產業
—	 媒體及文化研究
—	 音樂

•	 社會科學
—	 行為科學（著重心理學範疇）
—	 老年學
—	 政治及國際關係
—	 社會福利及社會行政
—	 社會學

•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
—	 圖書館管理
—	 資訊管理

•	 公關及企業傳訊

數學及科學
•	 健康科學

—	 生物醫學科學
—	 護理學

•	 理學
—	 生物科學
—	 化學
—	 地球與環境科學
—	 物理學
—	 統計學

•	 中醫學

•	 牙科衛生護理

•	 醫護與健保行政

經濟及商學
•	 工商管理

—	 會計學
—	 應用經濟學
—	 財務學
—	 管理學
—	 市場學

•	 商業學
—	 企業管理
—	 經濟學
—	 財務學

•	 市場學
—	 市場學及廣告
—	 市場學及管理

•	 物流及運輸

工程及科技
•	 工程學

—	 計算機工程學
—	 計算機科學
—	 電子工程學

•	 航空學

•	 航空公司及機場服務

•	 工程學
—	 土本及建築工程
—	 電腦工程
—	 電機工程
—	 機械工程
—	 屋宇設備工程

•	 資訊科技
—	 計算機及數據科學
—	 網絡工程及資訊保安

•	 資訊保安

•	 新媒體與傳播

新課程

副學士和
高級文憑
有什麼分別?

什麼是
教資會資助
高年級學額?

出路選擇多，
花多眼亂，
怎樣揀選適合
自己的升學路?

Q&A

2017/18 年度課程

副學士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入學資格：中學文憑試（HKDSE）最佳5科達2級或以上（包括中文及英文科目）。個別課程或有其他特定入學要求。

新課程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課程

修畢課程後，同學可直升本學院
兩年制副學士 / 高級文憑課程。

入學資格：中學文憑試（HKDSE）最佳
5科獲6分或以上（包括中文
及英文科目達1級或以上）。



副學士（AD）和高級文憑
（HD）課程有什麼分別？

副學士跟高級文憑同樣列入資
歷架構第四級，課程各具特色，
沒有高低之別。副學士旨在為同
學提供全面的知識訓練，課程包
括通用技能、通識教育和專修科
目，通識教育是八大必修科目之
一，為將來入讀大學打下堅實基
礎。高級文憑則著重專業知識
及技能的訓練，培育專業人才，
為將來升學就業作好準備。無論
AD或HD畢業生都可以透過高年
級學額（UGC- funded Senior	
Year Places）申請入讀八大院
校，惟獲豁免的學分則或有不
同。

大專學院課程五花八門，跟中學頗有不同，如
果同學對升學選科有疑問，應如何面對?

同學首要了解自己的興趣和志向，修讀喜歡的學科將會
事半功倍。其次是考慮個人能力如考試成績等作為指
標。同時可以請教中學輔導組老師及家人，請他們給予
客觀意見。不少大專院校定期舉辦升學及講座，同學們
不妨多參與，了解情况。

如果有3322但無JUPAS offer，又或獲派JUPAS offer未如理
想，有什麼出路？

可以考慮報讀適合自己的副學士(AD)或高級文憑(HD)課程，或自資學士學位
(Self-financing	degree)課程。

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
選擇AD/HD，畢業時可以透過非聯招（Non-JUPAS）申請入讀八大的第三年
課程（即高年級學額UGC-funded	Senior	Year	Places）。2018年本地大學的
高年級學額有5,000名。

即使無法升讀八大，仍有很多選擇，例如，
•	 非本地銜接學位課程(Top-up Degree)
•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三年級
•	 海外升學
•	 投身職場，累積社會經驗再考慮根據工作需要進修

八大5,000個高年級學額
為使更多副學位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政府近年不斷增加公帑資助大學高年級
收生學額，2018/19年度將增至5,000個。此5,000個教資會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學
額由港大、中大及科大等八大提供，學生一般可直接升讀四年制學士學位的最後兩
年。由此途徑升學和一般經聯招入讀八大一樣，仍然可以用四年時間（2年副學位課
程+2年高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完成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大部份是四年制；坊間也有非本地自資學士學位
（non-local	 self-f inancing	 degree）課程，修讀年期不一。選擇自資學位時
要特別留意學費、修讀年期、認受性及有關院校的教學質量及世界排名等等。

學券知多少
據報導引述，新一屆特區政府有計劃以學券形式資助同學修讀自資學士學位課程，這
項計劃無疑減輕了經濟負擔，但家長及同學在考慮報讀這類課程時，亦要清楚了解有
關院校的教學質量、排名及所提供學位的認受性。

不少DSE考生冀盼升讀八大學位課程，但如果因公開考試一時
失手，或JUPAS選科策略失誤而無法入讀心儀學系，便會手足無
措。大家應該趁現在好好擬定未來升學去向，放榜後可輕鬆選定
最適合自己的課程。

中 學 畢 業 生
出路多，無論
成績如何，總
有 升 學 機 會
及選擇。

成績理想
如 獲 派 心 儀
JUPAS of fer，記得
要 在 J U P A S 放 榜
後 2 日 內 繳 交 港 幣
5,0 0 0元留位費，否
則 會 被 視作 放 棄 學
位。J U PA S 有幾 類
o f f e r，包括 八 大 教
資 會 資 助（ U G C -
f un d e d）學士及副
學 位 課 程、指 定 專
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
劃（SSSDP「資助計
劃」）課 程、自資 公
大課程。同學要留意
當中分別！

同學畢業後投身職場，如何預備一份漂亮履
歷表，令僱主留下深刻印象？

由於畢業生缺乏工作經驗，僱主一般只能以他們所畢業
的大學、課程種類、學業成績及面試表現來決定會否聘
用，故此，知名大學的畢業生往往有較高的競爭力。同學
在選擇升學出路時，也要思考自己是否應該爭取更好的
機會，為將來發展作出更長遠的打算。

關於大學排名，一般會參考例如QS世界大學排名冊這類較多
人認識的排行榜。根據最新QS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為全球首50位學府。

DSE	無3322但有22222*?

可以選擇副學士（AD）、高級文憑（HD）課程。畢業後可以選擇升學或投身社會。升學方面包括：

•	 5,000個八大高年級學額（UGC-funded	Senior	Year	Places）
•	 銜接學位（Top-up	 Degree）（要考慮大學教學質量、排名及修讀年期，為何有不同修讀年期？
一年及兩年有什麼不同？）

•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
•	 海外升學（固然需要考慮學費、生活費等負擔，也可以考慮一些本地院校跟海外大學的直通車計
劃，學費比較相宜。）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
萬一DSE成達不到5科Leve l2，
也不用灰心，可以考慮 報 讀 資 歷
架構第三級課程，如基 礎文憑課
程（DFS）、毅進文憑等，只需一年
時間，即可升讀副學位課程，再闖
大學之路。毅進文憑不設最低入
學分數，而部份基 礎文憑課程則
設最低入學要求，例如6分，雖然
門檻稍高，但好處是讓 成績接近
的同學一起學習，向下一 個目標
進發。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致力為同學提供多元出路，自2000年
成立以來已為不少畢業生完成大學夢，近10,000位同學/
畢業生成功升讀本地大學教資會（UGC-funded）資助
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當中超過3,400名學生入讀香港大
學，成績驕人。

港大港大
城大城大 浸大浸大科大科大

中大中大
理大理大

教大教大
嶺大嶺大

成功個案

源美欣

健康科學副學士	
(生物醫學科學)畢業

升讀香港大學
理學士(生物化學)

羅欣宜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畢業

升讀香港城市大學
文學士（媒體與傳播）

廖國鈞

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憑畢業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電影與媒體藝術

伍紹東

工商管理副學士畢業

升讀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

盧浩橋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畢業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管理系

孫慧琳

商業學高級文憑
（市場學及管理）畢業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
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林恩言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畢業

升讀香港教育大學
語文研究文學士

李穎筠

文學副學士	
（媒體、文化及創意）畢業

升讀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文學士

*包括中、英文

人生充滿選擇，讀書無捷徑，認清目標才發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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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通用技能、通識教育和專修科
目，通識教育是八大必修科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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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高級文憑則著重專業知識
及技能的訓練，培育專業人才，
為將來升學就業作好準備。無論
AD或HD畢業生都可以透過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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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多參與，了解情况。

如果有3322但無JUPAS offer，又或獲派JUPAS offer未如理
想，有什麼出路？

可以考慮報讀適合自己的副學士(AD)或高級文憑(HD)課程，或自資學士學位
(Self-financing	degree)課程。

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
選擇AD/HD，畢業時可以透過非聯招（Non-JUPAS）申請入讀八大的第三年
課程（即高年級學額UGC-funded	Senior	Year	Places）。2018年本地大學的
高年級學額有5,000名。

即使無法升讀八大，仍有很多選擇，例如，
•	 非本地銜接學位課程(Top-up Degree)
•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三年級
•	 海外升學
•	 投身職場，累積社會經驗再考慮根據工作需要進修

八大5,000個高年級學額
為使更多副學位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政府近年不斷增加公帑資助大學高年級
收生學額，2018/19年度將增至5,000個。此5,000個教資會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學
額由港大、中大及科大等八大提供，學生一般可直接升讀四年制學士學位的最後兩
年。由此途徑升學和一般經聯招入讀八大一樣，仍然可以用四年時間（2年副學位課
程+2年高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完成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大部份是四年制；坊間也有非本地自資學士學位
（non-local	 self-f inancing	 degree）課程，修讀年期不一。選擇自資學位時
要特別留意學費、修讀年期、認受性及有關院校的教學質量及世界排名等等。

學券知多少
據報導引述，新一屆特區政府有計劃以學券形式資助同學修讀自資學士學位課程，這
項計劃無疑減輕了經濟負擔，但家長及同學在考慮報讀這類課程時，亦要清楚了解有
關院校的教學質量、排名及所提供學位的認受性。

不少DSE考生冀盼升讀八大學位課程，但如果因公開考試一時
失手，或JUPAS選科策略失誤而無法入讀心儀學系，便會手足無
措。大家應該趁現在好好擬定未來升學去向，放榜後可輕鬆選定
最適合自己的課程。

中 學 畢 業 生
出路多，無論
成績如何，總
有 升 學 機 會
及選擇。

成績理想
如 獲 派 心 儀
JUPAS of fer，記得
要 在 J U P A S 放 榜
後 2 日 內 繳 交 港 幣
5,0 0 0元留位費，否
則 會 被 視作 放 棄 學
位。J U PA S 有幾 類
o f f e r，包括 八 大 教
資 會 資 助（ U G C -
f un d e d）學士及副
學 位 課 程、指 定 專
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
劃（SSSDP「資助計
劃」）課 程、自資 公
大課程。同學要留意
當中分別！

同學畢業後投身職場，如何預備一份漂亮履
歷表，令僱主留下深刻印象？

由於畢業生缺乏工作經驗，僱主一般只能以他們所畢業
的大學、課程種類、學業成績及面試表現來決定會否聘
用，故此，知名大學的畢業生往往有較高的競爭力。同學
在選擇升學出路時，也要思考自己是否應該爭取更好的
機會，為將來發展作出更長遠的打算。

關於大學排名，一般會參考例如QS世界大學排名冊這類較多
人認識的排行榜。根據最新QS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為全球首50位學府。

DSE	無3322但有22222*?

可以選擇副學士（AD）、高級文憑（HD）課程。畢業後可以選擇升學或投身社會。升學方面包括：

•	 5,000個八大高年級學額（UGC-funded	Senior	Year	Places）
•	 銜接學位（Top-up	 Degree）（要考慮大學教學質量、排名及修讀年期，為何有不同修讀年期？
一年及兩年有什麼不同？）

•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
•	 海外升學（固然需要考慮學費、生活費等負擔，也可以考慮一些本地院校跟海外大學的直通車計
劃，學費比較相宜。）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
萬一DSE成達不到5科Leve l2，
也不用灰心，可以考慮 報 讀 資 歷
架構第三級課程，如基 礎文憑課
程（DFS）、毅進文憑等，只需一年
時間，即可升讀副學位課程，再闖
大學之路。毅進文憑不設最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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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成功升讀本地大學教資會（UGC-funded）資助
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當中超過3,400名學生入讀香港大
學，成績驕人。

港大港大
城大城大 浸大浸大科大科大

中大中大
理大理大

教大教大
嶺大嶺大

成功個案

源美欣

健康科學副學士	
(生物醫學科學)畢業

升讀香港大學
理學士(生物化學)

羅欣宜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畢業

升讀香港城市大學
文學士（媒體與傳播）

廖國鈞

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憑畢業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電影與媒體藝術

伍紹東

工商管理副學士畢業

升讀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

盧浩橋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畢業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管理系

孫慧琳

商業學高級文憑
（市場學及管理）畢業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
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林恩言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畢業

升讀香港教育大學
語文研究文學士

李穎筠

文學副學士	
（媒體、文化及創意）畢業

升讀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文學士

*包括中、英文

人生充滿選擇，讀書無捷徑，認清目標才發勁！



3416 6338 ccadmissions@hkuspace.hku.hk http://hkuspace.hku.hk/cc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28號

文學及人文
•	 文學（語言及人文學科）

—	 雙語研究
—	 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
—	 英文及英語文學研究
—	 人文學科
—	 日本語及日本文化
—	 韓語及韓國文化

•	 建築學

•	 室內設計

•	 翻譯及傳譯

•	 視像傳意

社會科學
•	 文學（法律學）

•	 文學（媒體、文化及創意）
—	 廣告及傳意
—	 創意媒體及文化產業
—	 媒體及文化研究
—	 音樂

•	 社會科學
—	 行為科學（著重心理學範疇）
—	 老年學
—	 政治及國際關係
—	 社會福利及社會行政
—	 社會學

•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
—	 圖書館管理
—	 資訊管理

•	 公關及企業傳訊

數學及科學
•	 健康科學

—	 生物醫學科學
—	 護理學

•	 理學
—	 生物科學
—	 化學
—	 地球與環境科學
—	 物理學
—	 統計學

•	 中醫學

•	 牙科衛生護理

•	 醫護與健保行政

經濟及商學
•	 工商管理

—	 會計學
—	 應用經濟學
—	 財務學
—	 管理學
—	 市場學

•	 商業學
—	 企業管理
—	 經濟學
—	 財務學

•	 市場學
—	 市場學及廣告
—	 市場學及管理

•	 物流及運輸

工程及科技
•	 工程學

—	 計算機工程學
—	 計算機科學
—	 電子工程學

•	 航空學

•	 航空公司及機場服務

•	 工程學
—	 土本及建築工程
—	 電腦工程
—	 電機工程
—	 機械工程
—	 屋宇設備工程

•	 資訊科技
—	 計算機及數據科學
—	 網絡工程及資訊保安

•	 資訊保安

•	 新媒體與傳播

新課程

副學士和
高級文憑
有什麼分別?

什麼是
教資會資助
高年級學額?

出路選擇多，
花多眼亂，
怎樣揀選適合
自己的升學路?

Q&A

2017/18 年度課程

副學士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入學資格：中學文憑試（HKDSE）最佳5科達2級或以上（包括中文及英文科目）。個別課程或有其他特定入學要求。

新課程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課程

修畢課程後，同學可直升本學院
兩年制副學士 / 高級文憑課程。

入學資格：中學文憑試（HKDSE）最佳
5科獲6分或以上（包括中文
及英文科目達1級或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