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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 (暫定) 

生涯規劃工作坊 

• 我的履歷表/學習概覽 (SLP)  

• 探索職場世界 
11月 – 4月 

生涯規劃講座 

• 「高中學制多元出路」及「學習概覽」(SLP) 

• 何謂生涯規劃,訂定生涯規劃 

參觀/到校講座 
• 機構 
• 大專院校 

9月至10月 
3月至4月 

家長會 

• 「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會 

 
2月 

學校給予中四同學的支援 



活動 日期 (暫定) 

生涯規劃工作坊 

• 「性格測試」 

• 撰寫「個人自述」工作坊 
11月 – 5月 

文憑試模擬放榜工作坊 6月 

參觀大專院校 3月至4月 

小組及個人輔導 

 
3月開始 

學校給予中五同學的支援 



活動 日期 (暫定) 

「大學聯招辦法」及「校長推薦計劃」之簡介會 9月 

小組及個人輔導 9月開始 

參觀大專院校 9 月 - 11月 

大專院校入學講座 10月 - 11月 

生涯規劃工作坊/講座 

• 「面試技巧」講座 

• 訂定生涯規劃 
10 月- 2月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工作坊 1月 

聯招放榜須知講座 7 月 

學校給予中六同學的支援 



高中學生生涯規劃 
主要活動一覽表(2017-18) 

 
 

目的 中四 中五 中六 

了解自己 • 性格測試 
• 了解自己的工作價值觀 

• 性格測試 
 

了解自己的升學
機會 

• 參觀大專院校 
• 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會 (有

興趣學生家長參與) 
• 「高中學制多元出路」講

座 

• 參觀大專院校 
• 文憑試模擬放榜工作坊 
 

• 參觀大專院校 
• 「大學聯招辦法」

(JUPAS)講座 

• 「校長推薦計劃」簡介  

     會 
• 申報E-APP工作坊 
• 放榜講座 

了解工作世界 • 機構參觀 
• 探索職場世界工作坊 

 

其他 • 我的履歷表/學習概覽 
(SLP) 工作坊 

• 生涯規劃工作坊及分享會 

• 撰寫個人自述 工作坊 
• 生涯規劃工作坊及分享

會 

• 面試技巧講座 
• 生涯規劃工作坊及分享

會 

個人輔導諮詢 小組及個人輔導 (人生定向、選科及撰寫個人自述) 



家教會活動 

 2017年12月15日 (7-8 pm) - 升學講座  

   (Non-JUPAS非大學聯招課程/私立大學自資學位課程) 

 

 

 2018年4月-參觀大學活動 (境外) 

 



午間升學講座 
(星期三) 13:10 – 13:40 LT  

十月份主題: 海外升學 

 

11/10  -  IELTS (英美澳加) 

18/10 - SAT, ACT (美國) 

25/10 - TOFEL and US Education (美國) 



  S6 Parents 

JUPAS 

 

 

 

E-APP 

 

 



        
http://www.jupas.edu.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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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upas.edu.h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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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資會資助全日制學士/副學士學位課程、高級文憑課程 

資助全日制學士/副學士學位課程、高級文憑課程 

參與「大學聯招辦法」的課程 

副學士學位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 

參與「大學聯招辦法」的課程 參與「大學聯招辦法」的課程 



3.指定專業口／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全日制學士學位 

參與「大學聯招辦法」的課程 參與「大學聯招辦法」的課程 

2. 香港公開大學自資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資助全日制學士/副學士學位課程、高級文憑課程 



3.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SSSDP) 

參與「大學聯招辦法」的課程 

香港公開大學（公大）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香港高科院） 

珠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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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 
(JUPAS)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2018年度「大學聯招辦法」申請期限： 

 
2017年9月20日至12月6日(下午11時59分） 

                             
請儘早遞交申請，以免因互聯網線路繁忙而錯過申
請限期 



 

 

 

 

 

 

申請費 

項目 費用 

申請費用 $420 

更改已選報的課程選擇 (HKDSE 放榜
前) 

$80  

修改課程選擇  

(HKDSE 放榜後) 
只可作出一次修改， 

修改費用全免 



付款途徑    (No payment via SCHOOL) 

信用咭 

繳費靈 

（網上繳費） 

電子銀行服務 

（只適用於私人戶口） 

現金 
（東亞銀行） 

現金 

（「大學聯招處」） 



重要日程 (通告已於今天發放)  

事項  日期 備註 

遞交入讀申請 及 付款 2017年9月20日至12月6日 校內截止日期:  

2017年11月10日  

(晚上11時59分) 

$420 (Credit Card, PPS,  

E-Banking, Cash) 

更改課程選擇 2017年12月7日至  

2018年5月23日 

每次$80 

公佈文憑試成績 
2018年7月11日 

/ 

更改已選報的課程選擇  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7月14日 / 

正式遴選結果於網上公佈  2018年8月6日 

(上午九時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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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網址﹕E-APP 

https://www.eapp.gov.hk/eapp/index_zh.htm 

  

 

https://www.eapp.gov.hk/eapp/index_z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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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是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網上電子報名系統，所有參加2018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的考生均可使用E-APP預先申請「大
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以外， 
 
-   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 
-   經E-APP申請課程 
- 考生有機會在公開考試成績 DSE公布前獲得院校的有條件取錄

／暫取錄資格- 
 

 



22 「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預計日期) 
 
2017年12月E-APP首輪開始 

 
2018年5月 E-APP首輪申請已截止 

E-APP於2018年5月中至6月尾接受次輪申請。  

 

 



出路行動綜合圖 
最低入學要求 課程/ 出路 

中、英、數、通 

3、3、2、2 JUPAS 

 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港大、中大、科大、理大、 
城大、浸大、嶺大、教大) 

 非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公大) 

+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學士學
位課程 

     (明愛、東華、恆商、公大、THEi、珠海) 

一或兩個選修科 

2 / 3  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演藝) 

E-APP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東華、恆商、THEi、珠海、 

仁大、明愛專上、教大、浸大SCE、明德、
能仁等) 



Information Day (大專院校資訊日) 

本科入學資訊日 2017 

HKUST 

Information Day 

For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23 / 9 (Sat 星期六) 09:00 - 

18:00 

 Admissions Information 
 

 

通告已發放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ust.hk/
https://join.ust.hk/
https://join.ust.hk/


可在學友社網站下載電子版 

 

http://www.hyc.org.hk/publi

sh/index.php 
 

http://www.hyc.org.hk/publish/index.php
http://www.hyc.org.hk/publish/index.php
http://www.hyc.org.hk/publish/index.php




Multiple Pathways 
(多元出路)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多元智能) 



 

Take He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