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間傳統資助大學以外的出路意向表(四年制) 

 

   政府資助學位課程 

   以外的出路 

簡介 排序 

      學士學位課程 (DSE 3322/2 或以上) (請排 1-6) 

內地大學  52/2-20/3 網上報名(75 校憑 DSE 成績免試聯招約收 3000

人)  DSE 3322 可報, 體藝類只需 2211,校長推薦 3232 

內地大學港澳台聯合招生考試(3 月報名, 5 月考試,理科考

中英數理化, 文科考中英數史地, 可報數百間大學) 

中山大學獨立招生考試(3-5 月報名, 6 月 7 日考中英數, 面

試後擇優錄取 60 人) 

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聯合招生(3 月報名, 5 月考試,或 DSE 

4C+1X 達 12 分可報) 

 

台灣大學 15/11-28/2網上報名, 憑高中DSE成績免試申請赴台升學(個

人申請制+聯合分發 近 2000 名額), 須在港讀書超過 6 年, 

DSE 5 科 11 級起可報讀 

 

海外升學 e.g. 美國 The Common Application 每年 10 月至 3 月報名  

香港公開大學 (JUPAS 名額約 800) 

Non-JUPAS 名額 595(副學位)+70(學位) 

29 個自資學位課程, 4 年共 23 萬  

香港演藝學院(161) (政府資助) 5 個資助學位課程  

香港藝術學院(65) 藝術文學士(陶藝／繪畫／攝影／雕塑)  

應用及媒體藝術文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1323) 12 個自資學位課程, 老牌四年制自資大學, 文商科為主  

恒生管理學院 140(副學位)+801(學位) 5 個自資學位課程(商科、英文、新聞)  

珠海學院(795) 11 個自資學位課程, 文商理工都有 

 

 

東華學院  200(副學位)+710(學位) 6 個自資學位課程, 4 年共 27 -44 萬, 5 年護理近 50 萬 

(護理、老人學、職業治療、醫療科學、BBA、社會科學) 

 

明德學院(320) 港大開新辦自資學位課程, 暫有文學系、專業會計系, 學費

昂貴 

 

浸會大學持續進修學院(120) 幼兒教育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

(450) 

10 個自資學位課程, $2600x132=34 萬, 1/12-28/2 網上報名 

廣告、設計、園境、醫護、運動健康管理、工程、多媒體 

 

明愛專上學院 340(副學位)+660(學位) 3 個自資學位課程(語文、BBA 及社會科學), 4 年共 22 萬起  

香港教育學院(380) 7 個自資學位課程, 5 年共 39-43 萬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130) 7 個自資學位課程(旅遊、體育、平面設計、IT、文、商)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250) 5 個商科、電腦和犯罪學課程  

薩凡納藝術設計(香港)大學有限公司(225) 8 個自資學位課程, 4 年 101 萬, 全年申請  



      副學位課程(DSE 22/222 或以上) (請排 1-6) 

內地大學預科班 “香島專科學校”及”中專學校”開辦一年和短期港澳台聯招

考試預備班(中五或中六畢業可報，9 月開課，5 月考試。 
 

台灣大學預科班 台師大僑生先修班, 培正中學一年先修班升台灣大二(1+3)  

海外大學基礎班 讀兩年 Community college 再銜接上大三或一年高中,再銜接上大一  

職業訓練局(IVE & HKDI) (13070) 共 60+28 個高級文憑課程(超過一半獲政府資助)，升學率不

高，畢業生多投入工作市場，牌子老，富經驗，口碑佳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HKU-SPACE) (去年預計

收 3500-4000, 超收至 5000 人, 今年待定) 
10 個副學士及 24 個高級文憑課程，口碑好, 銜接政府資助

學位課程的比例高，易入難出。並開設副學士先修課程 , 供
成績未達 22/222 的同學攻讀。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書院(去
年預計收 1603 人, 今年待定) 

較新，與 HKU-SPACE 是姊妹學校，所開學系互相補充，

共 23 個高級文憑及副學士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HKCC)(4000) 口碑好, 銜接政府資助學位課程的比例高，35 個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CCCU)(3500) 36 個副會士課程，銜接尚可  

香港浸會大學(200) 電視、編劇、導演、後期製作等 4 個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1700) 23 個副學士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修學院(130)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1450) 31 個高級文憑課程(文商科為主)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持續進修學院) (800+1200) 分別開設 20+18 個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文商科為主)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300) 3 個副學位課程(並開設工商管理副學士(基礎年)課程, 供
成績未達 22/222 的同學攻讀)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290) 4 個(商務學、設計學、款待管理學、配藥高級文憑課程)  

明愛專上學院 (340) 人本服務、社會工作高級文憑課程(並開設人本服務(基礎課

程), 供成績未達 22/222 的同學攻讀) 還開設會計、電腦、

企管、翻譯高級文憑, 歷史久、收分低 

 

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教育學院(250) 音樂教育、通識研習教育副學士、社工高級文憑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1040) 22 個高級文憑(商科為主)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495) 12 個課程(商科/犯罪學/設計/心理/幼教/旅遊/社會學等)  

香港公開大學(去年 190, 今年待定) 普通科護理高級文憑  精神科護理高級文憑  

香港藝術學院(去年 55, 今年待定) 應用及媒體藝術高級文憑、藝術高級文憑  

東華學院(200) 健康學副學士, 社會科學副學士, 商學副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140) 工商管理副學士  

耀中社區書院(420) 文學、幼教、視覺傳達設計與持續發展副學士  

香港能仁書院(300) 工商管理、中文、房地產管理、視覺傳意設計副學士課程  

培正專業書院(260) BBA 創意媒體科技 創意產品設計 資訊及通訊科技高級文憑   

青年會專業書院(90) 酒管高級文憑(旅遊業 酒店及餐飲)  

      副學位先修課程(DSE 22/222 以下)重讀或就業(請排 1-3) 

職訓局青年學院中專教育文憑(DVE) 
職訓局 IVE 基礎文憑(級別三)課程(約 6300) 

一年制課程, 可獲 22/222 資格繼續升讀 HD 課程，政府認可  

毅進文憑課程(逾 6000) 一年制課程, 可獲 22/222 資格繼續升讀副學位課程，政府認可  

內地聯招試/台灣升學/預科班 內地聯招試考或 300 分(總分 750), DSE5 科 10 分可報台灣  

職訓局/建造業議會/製衣業訓練局文憑課程

(2500) 
每月$2000 餘津貼，入行人工近萬元，累積工作經驗及持續進修, 可
考獲專業資格(如電工牌、工程師、測量師等) 

 

其他一年制學歷課程(嶺大/明愛/公大/香港專科) 嶺大(22111)、公大(222)、明愛、香港專科(完成中六), 政府不承認  

重讀中六 本校收(2222/22)  

就業/其他 如報讀護士學校、保健員課程、雇員再培訓計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