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 講者
(一) 全方位支援迎接放榜日

迎接中學文憑試放榜及
新學制多元出路最新資訊

 譚麗儀 女士
教育局 高級教育主任(新高中學制)

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安排
 李綺航 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經理–考試行政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申請安排  梁潔茹 女士
大學聯合招生處 執行主任(諮詢服務)

(二) 多元出路最新資訊

專上院校收生安排  李 豪 先生
教育局 助理秘書長(延續教育)

多元升學途徑  甄鼎君 博士
職業訓練局 助理執行幹事

(三) 答問時間 各位講者

教育局
「未雨綢繆迎放榜 ─ 多元出路最新資訊」家長講座



迎接2019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
及 新學制多元出路最新資訊

教育局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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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大學學位課程是達致成功的唯一途徑?修讀大學學位課程是達致成功的唯一途徑?

 高中課程寬廣而均衡
 體驗「其他學習經歷」、達致全人發展
 依從個人能力、興趣、需要選擇合適路向
 多元和多階進出的升學途徑
 開放樂觀，勇於嘗試
 「條條大路通羅馬」，尋找合適的路向發展潛能，

發揮所長，達致成功

 高中課程寬廣而均衡
 體驗「其他學習經歷」、達致全人發展
 依從個人能力、興趣、需要選擇合適路向
 多元和多階進出的升學途徑
 開放樂觀，勇於嘗試
 「條條大路通羅馬」，尋找合適的路向發展潛能，

發揮所長，達致成功

新學制多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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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畢業生的多元出路



學士學位一般收生要求：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第3級
 英國語文 :第3級
 數學 :第2級
 通識教育 :第2級

副學位最低收生要求：
考獲五科第2級（包括中國語
文及英國語文）或同等學歷，
包括最多兩科應用學習課程

應徵公務員職位：
考獲五科第2級或同等學歷，包
括最多兩科應用學習課程，會
被視為符合「會考五科及格」
的要求

一至兩個選修科目*：
第2級或第3級

*部份院校認可數學延伸部分
單元一／單元二(M1/M2)為
等同一科選修科目

一至兩個選修科目*：
第2級或第3級

*部份院校認可數學延伸部分
單元一／單元二(M1/M2)為
等同一科選修科目

「 22222 」?「 22222 」? 「33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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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生多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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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8年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 (2019年5月)

備註：1. 上述百分比按選擇繼續升學的中六畢業生(2018)的回應人數(45 327) 計算。
2018年中六畢業生總回應人數為: 49 845

2. 就業 = 4.5% ；其他 (部份時間工作/求學 + 非工作/非求學) = 4.6%

課程類別 百分比

升學
(45 327)

本地
(40 859)

學位課程 35.5%

非學位及其
他課程

54.1%

重讀 0.5%

非本地
(香港
以外)
(4 468)

學位課程 8.2%

非學位
課程

1.7%



非本地 (香港以外) 升學國家/地區 (2018)

升學國家/地區 佔總非本地升學回應人數
百分比

非本地
(香港以外)
(4 468)

內地 24.3% (1 084) 

台灣 22.4% (1 003)

英國 22% (982)

澳洲 12.1% (540)

美國 5.9% (262)

加拿大 3.8% (170)

其他 9.6% (427)
香港中學文憑及學生學習概覽獲世界各地廣泛認可

高中畢業生多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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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三寶 – 導航、地圖、指南針

(一) 710支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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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導航

710升學及就業地圖

2019
放榜

指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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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導航｣
搜尋本港不同程度的課程



「e導航」特點：
1. 超過5,500個課程，包括來自JUPAS、iPASS 、

毅進文憑及資歷名冊內的課程

2. 提供官方網頁連結，直達相關網站

3. 可輸入預期或考獲的考試成績以搜尋合適的課程

4. 提供院校去年聯招課程的收生成績

5. 儲存已搜尋的課程作日後參考

6. 可透過電郵將課程資料與同學或師長分享

7. 定期更新課程資訊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APP)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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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10升學及就業地圖：
多元出路資訊

註: 「710升學及就業地圖」摘錄至 《2019放榜指南針》



(3) 2019放榜指南針：
放榜及支援機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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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資訊專頁:
一站式資訊平台

直接連結 710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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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今天家長講座內容



教育局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合編，內容包括：

- 輔導篇
- 升學篇
- 非華語學生須知
- 機構聯絡目錄

已於五月下旬透過學校
派發予應屆畢業生

已於五月下旬透過學校
派發予應屆畢業生

(5) 中學畢業生升學輔導手冊2019
(已上載於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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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大學聯合招生處在放榜期間
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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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詢服務

有關詳情已載於《2019放榜指南針》



15

(三)輔導及其他支援服務
各志願機構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提供輔導及
支援服務：

- 電話服務熱線
- 網上資訊平台

有關詳情已載於《2019放榜指南針》



溝通、支持及鼓勵
參加相關家長會/ 簡介會，掌握
更多資訊
子女及自己抱持合理期望，並訂
定不同升學方案
與學校聯絡，了解適合子女能力
及興趣的升學途徑/各項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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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子女的支援



瀏覽相關網頁，取得更多資訊：

新學制網上簡報
(https://www.edb.gov.hk/nas)

2019放榜資訊專頁
(https://www.edb.gov.hk/s6)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http://www.hkacmg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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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子女的支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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