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日 



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安排 

時間 程序 相關人士 地點 

7:00 - 8:30  輸入資料 陳廣達老師 校務處 

8:00 – 8:30 資料整理及分組 劉漢昌老師 教員室 

8:30 講解當日流程 

介紹E-導航使用方法 

張秋帆老師 禮堂 

8:40 派發成績單 班主任、輔導老師 6A - 105 室 

6B - 106 室 

6C - 107 室 

6D - 108 室 



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安排 
時間 程序 相關人士 地點 
9:00 

放榜後 
分組輔導 
1. 成績達33 222或以上 

 
2. 成績達22 222或以上 

 
3. 成績達未達22222 

 
4. 海外及國內升學 

升學輔導老師 
李琰玲老師、林耀俊老師及ALDER
社工1 
陳國偉老師、黄卓民老師及ALDER
社工2&3 
鄭寶華老師、許志輝老師及ALDER
社工4 
李琰玲老師 

 
101/309室 

 
102/103室 

 
104室 

 
309室 

升學輔導 
查卷、重讀安排 
提供心理輔導及危機處理 
各院校資訊亭 

班主任 
學務部 
張秋帆老師、Ca Ca及社工 
李琰玲老師 

 
 

禮堂 

放榜後 重讀生申請 劉漢昌老師、陳柱生老師 校務處 

查卷、買卷 劉漢昌老師 校務處 



班主任的工作 

心靈輔導 (教P.20-21) 





切忌 
負面思想 

毫無準備 

固執 

逃避 

自我封間 

閒散 

坦然接受現實，積極爭取最佳出路。 



家長如何輔導子女 

• 學友社1：P.15 

升學出路全認識 
預計成績早準備 
有效溝通少磨擦 
情緒壓力要紓緩 
勇敢面對助成長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doc/chi/map_p11_chi.pdf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doc/chi/map_p11_chi.pdf�


文憑試畢業生升學出路 (教P.8) 
學友社1：P.12-13 

 



E-導航 (E-Navigator)教P.39-40) 



 



酒店課程 



E-Apps(教P.35-36) 



E-Apps(教P.35-36) 





教育局2017放榜資訊專頁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index.php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index.php�


學校網頁 







Jupas Time Slot 

Please check 
your time-slot in 

Jupas Website 



2016 
 

符合本地學士學位課程基本入學要求的日校考生
有23,611名，佔日校考生人數42.2%，較去年增
加1.9個百分點。這批考生於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
科取得第 3 級或以上，同時於數學科必修部分及
通識教育科亦取得第 2 級或以上的成績。 
 
今年共有39,000名日校考生於包括中國語文及英
國語文等五科中，考獲第 2 級或以上成績，符合
報讀副學位課程或應徵有關公務員職位的基本要
求，佔日校考生71.2%，較去年增加1.7個百分點  

留意11-7-2017考評局網頁 





9433 17529 



JUPAS - 聯招選科(教P.10-11) 
成績達33222   學士學位 
成績達22222   副學士學位 



Jupas 改選策略及日程 

• 學友社1：P.37-88 



JUPAS -聯招選科 (教P.10) 

• Cut Score:  21 
 
 

成績統計 
Website 
http://transition.hkacmgm.org/jupas_stats/index.php 

 
 

http://transition.hkacmgm.org/jupas_stats/index.php�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教P.51) 
學友社1：P. 39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教P.51) 



 







全日制經評審非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教P.59) 
學友社1：P.100-126 

 



全日制副學位課程 (教P.102-194) 
學友社1：P.136-164 

成績達22222 
 
 



退款安排 

• 學友社1：P.104, 138-139 
 



毅進文憑課程 (教P.195) 
學友社2：  P.37-44 

完成中六 
 



職業課程 (教P.211) 
學友社：第2冊  P.99-137 

 



非本地升學 (教P.226) 
學友社2：P.74-95 

 



重讀：學友社2： P.8，10-29 
 
 

自修生：學友社2：P.9 
 
 









覆核試卷  
學友社1：P.40 

 
申請期限：   17-7-2017 
 
發放覆核成績： 9-8-2017 

 
要求聯招重新 
考慮入學期限： 10-8-2017 

 
 



面試準備 (教P.13-15) 
學友社1：P.73-79 

 



學生資助計劃 (教P.23-26) 
學友社1：P.174 



放榜前自我評估表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如果考到預期中的成績 
中：___ 英：___ 數：___ 通：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我打算… 

 

如果考到比預期好的成績 
中：___ 英：___ 數：___ 通：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我打算… 

 

如果考到比預期差的成績 
中：___ 英：___ 數：___ 通：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我打算… 

 

萬一中文或英文科不達標， 
我打算… 

校內模擬試成績： 中：____  英：____  數：____  通：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放榜後支援 
形式 日期 時間 

1 面見咨詢 12-7-2017 
13-7-2017 

9.00 – 4.00 pm 

2 電郵咨詢任何升學輔導老師 

3 如有緊急咨詢, 可致電2495 0226找李琰玲老師 



放榜日必備物品 

• 中學文憑試成績通知書 (正副本) 
• 大學聯招選科次序表 (Jupas Form) 
• 專上院校有條件取錄通知書或確認電郵 
• 中四、中五及中六成績表正本及副本 
 (如需補領必須向校務處提交家長信解釋補領原
因及用途，此項服務需時三個工作天。) 

• 學生學習概覽 



• 其他已報名的升學文件 
• 推薦信 (如有) 
• 現金 
• 八達通 
• 身份證正副本 
• 相片 
• 文具 
• 手提電話 (已充電及巳下載「e導航」) 
• 地圖 (Google Map) 
• 放榜資料 (如：中學畢業生升學輔導手冊2017、
學友社出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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