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升學途徑簡介

• 學生支援組



資歷架構與

學術水平





香港資歷架構

級別 學歷

第七級 博士

第六級 碩士

第五級 學士

第四級 副學位(高級文憑、副學士)

第三級 *文憑(香港中學文憑)

第二級 證書

第一級 證書

中六畢業生



升學簡介/分類

資歷
架構

學術
水平

報名
系統

資助形式 學院

第五級 學士學位
JUPAS

(大學聯招)

政府(UGC)資助 八大(中大、港大等)

指定專業/界別
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大專學院
(恒大、東華等)

自資 都會大學

自行報名 自資 各大專院校
(樹仁、職訓局、SPACE等)

第四級 副學位

JUPAS
(大學聯招)

政府資助 教大幼兒教育
高級文憑

自行報名 自資 各大專院校
(HKCC、理大校外進修學院)



資歷架構

• 副學士與高級文憑同屬第4級(副學位)

• 學士學位屬第5級

• 完成副學位課程後，隨時可繼續進修，完
成學士學位課程。(終身學習)



高級文憑與副學士有何分別?

副學士 高級文憑

目標 著重教授通識及專科基礎課
程，以便銜接大學學位課程

強調專業導向，為日後升學
及就業建立知識基礎

課程 由博而專，通識教育與專科
知識並重

實用性強，較注意專業及職
業技能培訓

內容 通識性質的內容(例如語文、
資訊科技、通識等科目)須佔
整體課程內容至少六成

專門性質的內容(例如專修科
目、專業訓練、職業技能等
科目)須佔整體課程內容至少
六成

學歷資格 兩者基本相同，畢業後可銜接本地或海外學位課程

升學機會 兩者基本相同，主要以成績及面試表現決定



報名方法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JUPAS)

1) 教資會(UGC)資助學位: 八大

2) 自資學士學位: 都會大學

3) SSSDP學位課程:珠海、恒大、東華、公
大、明愛、THEi、城大伍倫貢、樹大

4) 高級文憑: 教大幼兒教育



入學申請辦法(2)-個別院校申請

• 職業訓練局(IVE)
約於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

• 香港樹仁大學/其他大專院校
放榜後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

• 一站式平台,供同學在放榜前預先報讀自資
學士及副學位課程(演藝學院除外)

• 申請日期: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



資助形式



資助形式

政府(UGC-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

學士 (每年學費為42,100元)

高級文憑(每年學費為31,500元)

自資

學士 (每年學費為5萬至25萬元)

副學士/高級文憑(每年學費為4萬至6萬元)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SSSDP)

護理、建築及工程、檢測及認證、創意工
業、物流和旅遊及款待等行業識別為人才
需求殷切及急切的範疇，並資助上述行業
相關的課程

例如: 明愛專上學院護理學學士課程

原本學費(每年): $116,870

資助後學費(每年): $38,590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
生提供免入息審查計劃(NMTSS)

• 資格: 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 資助額: 每年$33,200

(不包括資助學士學位及SSSDP資助學位學生)



資助方式不會影響該資歷級別

政府資助學位與自資學位同屬

第5級

政府資助副學位與自資副學位同屬

第4級



兩岸升學

資料來源: 學友社



內地升學-文憑試收生計劃

• 為方便港生報讀內地院校，學生
可以文憑試成績報讀參與計劃的
內地院校，免卻應付多一次內地
考試的壓力

• 參與院校: 129所(包括北大、清華、
復旦、暨南等著名大學)



內地升學-內地免試招生

1. 網上預報: 2023年3月/4月上旬(有待公佈)

2.現場報名確認：2023年3月/4月下旬(有待公佈)

(完成網上預報的程序後，考生須在此期間到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進行現場報名
確認)

3. 內地高校公布免試招收港生錄取名單

202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有待公佈)



台灣地區升學-海外聯招

• 預計報名日期：

個人申請制：2022年11月至12月底(有待公佈)

聯合分發制：2023年2月至3月(有待公佈)

• 報名網址：www.overseas.ncnu.tw

• 公告錄取名單：

個人申請制：2023年3月 (有待公佈)

聯合分發制：2023年7月底(有待公佈)



兩岸升學問題-學術認受性

內地-認可超過1,000所高校

• 認可內地逾千所普通高校及擁有學士學位

• 院校名單不時更新，詳情可參閱教育局網
站。

台灣地區-暫時未有學歷互認機制

• 須經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估

• 部份同學完成學士學位後，會再到美國修
讀碩士



台灣地區港生畢業出路

回港工作
• 僱主決定申請人所持學歷是否符合職位要
求。

• 部分專業行業，如西醫、牙醫、護士、物
理治療師、會計師、工程師、建築師、律
師、樹藝師等，非本地學校畢業的學生，
大部分皆須通過專業人員資格檢定，方具
專業執業資格。



內地畢業港生出路

回港發展

• 若學歷獲認可並符合投考專業資格要求，
可投考公務員或從事教師等專業

• 符合特定專業要求者可循指定途徑考取香
港執業資格

• 加入私人企業（尤其是中資企業），發揮
個人對內地情況的認識

• 繼續升學: 報讀香港院校研究生課程



內地畢業港生出路

內地發展

• 加入內地各類企業，發揮個人對兩地及國
際情況的認識

• 若符合特定專業要求，可循指定途徑考取
香港執業資格

• 報讀內地高校研究生課程



內地畢業-專業資格認受性

部份專業資格得到互認
持香港專業機構認可之內地專業資格的人士，
如滿足協議訂明條件（經培訓、測試或具特
定認可工作資歷等），可申請成為註冊會員
取得香港專業資格。如：部分建築及相關工
程服務專業。



內地畢業-專業資格認受性(二)

部份專業考試互相豁免-會計
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於2020年推出
專業資格課程（QP）；若持有受認可的內地
會計學學位，報讀QP時可申請單元豁免。



專業資格認受性(三)

• 須通過執業試

西醫、中醫、牙醫、護士、藥劑師

• 不能執業

• 社工、獸醫、法律



各專業的互認安排及細節各異，亦
不時修訂，學生應向各專業機構了
解詳情。

例如，會計師公會、醫務委員會、
牙醫管理委員會、護士管理局、藥
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律師會、大律
師公會、工程師學會、建築師學會
等



台灣地區升學-海外聯招

• 預計報名日期：

個人申請制：2022年11月至12月底(有待公佈)

聯合分發制：2023年2月至3月(有待公佈)

• 報名網址：www.overseas.ncnu.tw

• 公告錄取名單：

個人申請制：2023年3月 (有待公佈)

聯合分發制：2023年7月底(有待公佈)



專業資格認受性(二)

2024年起香港不再認可台灣畢業生獸醫資歷



收生考慮因素



院校收生考慮因素

1. DSE成績(最重要)

2. 面試表現

3. 課外活動/校方個人能力評估

4. 課程志願次序



其他「非聯招」升學途徑

演藝需自行報名(12月10日前)

台灣聯招(12月下旬截止)

 IVE首輪收生(明年1-2月)

內地聯招(明年3/4月)

透過E-APP預先報讀其他專上院校(HKU S
PACE/HKCC等) (明年5月下旬截止)

其他專上院校及樹仁自行報名。(放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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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