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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放榜 2020｜1.4 人爭一位 蘇國生料 332233 有機  

學友社：需 19 分 

 

2020 年中學文憑試（DSE）明日（22 日）放榜，考評局今日公布整體考生表

現，共有逾 1.8 萬名日校考生考獲「33222」成績，佔整體日校考生 42.1%。

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預計，今年在 4 個核心科目及 2 個選修科考獲

「332233」成績的學生，很有機會可入讀教八間資助大學學位課程。以考獲

「33222」的考生人數計算，平均約 1.4 名日校生競爭一個八大資助大學學

位。 

 

學友社則預計，最佳五科考獲 19 分或以上的考生，有較大機會獲教資會資助

大學學位課程取錄。 

 
以考獲「33222」的考生人數計算，平均約 1.4 名日校考生競爭一個八大資助大學學位。 

考評局公布，今年共有 45,257 名學校考生及 5,552 名自修生，考生人數共有

50,809 人。在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四個核心科目考獲「3322」的日校考

生共有 18,634 人，佔 42.2%；而在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選修科考獲

「33222」本地學士學位基本收生要求的日校考生，共有 18,572 人，佔整體日

校考生 42.1%，比例與去年相若。 

 



教資會資助大學共有約 1.5 萬個學位，扣除約 2,000 個預留予非大學聯招

（JUPAS）學額，提供予應屆文憑試日校生的學額約有 1.3 萬個。以考獲

「33222」的考生人數計算，平均約 1.4 名日校考生競爭一個八大資助大學學

位。相關競爭情況較去年稍為緩和，2019 年文憑試平均 1.5 名考生競爭一個資

助學位。 

 

考獲「332233」者共 15,818 人 

 

然而，符合大學基本入學要求，並不代表必定可獲八大資助課程錄取。今年共

有 15,567 名日校考生在 4 個核心科目及 2 個選修科考獲「332233」；考獲相

關成績的全體考生則有 15,818 人。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在記者會中表示，該

批考生很有機會能入讀八大資助學位課程，但他同時強調，實際上科目有不同

要求，部分學系及課程亦會按考試科目有加權處理，有關分數只屬參考。 

學友社：19 分以上有較大機會 學生把握最後改選機會 

 

學友社預計，最佳五科（同時考獲 33222）考獲 19 分或以上的考生，有較大

機會獲八大資助學士課程取錄。學友社建議應結合自身興趣、成績條件及課程

收生情況，把握最後聯招改選機會。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解釋，教資會每年會提供 1.5 萬個首年學士學位課

程學額，但按過往統計實際上只有約 1.2 萬至 1.25 萬個經由聯招取錄，故有相

關推算。他續指，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城大及浸大最低收生要求為

「3322+33」，同時計及最佳六科成績，學生應參考考評局的最佳六科積點及

同時考獲「332233」成績統計會更有價值。 



日期：2020 年 7 月 21 日  

媒體：星島日報 

學友社料 19 分較大機會入讀教資會學士 改選應以興趣為先 

 
考評局今日公布率先 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統計，今年達聯招學士課

程最低入學要求（即四科核心科目及一科選修課考獲 3322+2）的考生有近

19,000 人，高於資助學位數目。學友社預計考獲最佳五科積點（獲 3322+2）

19 分或以上的考生，有較大機會獲教資會八所大學開辦的資助學士課程取錄，

建議同學結合自身興趣、成績條件及課程收生情況，把握最後聯招改選機會。 

 

19 分較大機會入讀教資會八大學士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解釋，教資會每年會提供 15,000 個第一年學士學

位課程學額，但按過往統計實際上只有約 12,000 至 12,500 個經由聯招取錄，

故此推算考生須考獲最佳五科積點（獲 3322+2）19 分或以上，有較大機會獲

教資會八大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如同學有意報讀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城

大及浸大最低收生要求為 3322+33 及計算最佳六科積點的課程時，參考考評

局的最佳六科積點（獲 3322+33）統計會更有價值。 

 

吳寶城又認為，考生應以興趣出發，在大學聯招的首志願可填選最感興趣，但

收生分數稍高於自己成績的課程。「20 分或以上的考生要參照課程科目計算比

重、入學計算方法等原則作出改選，以增加入讀心儀課程的機會。至於 18 及

19 分左右的考生，因現時各課程的收生要求及分數計算方法各異，有較大不確

定性；同學的目光不應只是集中在教資會八大課程，可配合自身志趣及條件，

應把 SSSDP、公大自資學士或資助副學位也放在考慮之中。」 

 



他提醒同學在參考考評局成績統計時要留意其局限，當中未能涵蓋只重考個別

科目而以合計成績報讀聯招課程的考生、未包括院校的彈性收生安排，以及尚

未計算各課程的收生科目比重等。此外，同學取得成績後，要善用聯招改選機

制，於個人指定時段內作一次修改，包括增補或替換最多五個課程、更改已選

報課程的先後次序及刪除任何已選報的課程。 

 

聯招以外課程 疫情下改為網上收生 

 

吳寶城又指，除了聯招學位外，同學應作多手準備，擬定應對方案。如已獲自

資專上課程的有條件取錄，應注意確認取錄手續、繳交及退還留位費的相關安

排。「若同學獲多於一個聯招以外課程取錄，建議只選擇一個最感興趣的課程繳

費確認，以免增加不必要的開支。」而未曾報讀或未獲有條件取錄的同學，可

於放榜後經網上向院校提交申請。他指在疫情下不少院校均改變收生程序及改

為網上收生，同學應掌握最新的變化而作出部署。「有不少同學誤以為到場報名

會獲較先處理，但各院校已重申網上與親身遞交的申請會一併考慮，並盡量在

即日於網上通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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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經濟日報 

 

【DSE2020】學友社：最佳 5 科 19 分較大機會入八大  

疫情下學生宜先掌握各大院校網上收生安排 

 
學友社預計考獲 19 分或以上的考生，有較大機會獲教資會 8 所大學開辦的資助學士課程取錄。 

 

中學文憑試（DSE）明日（22 日）放榜，考評局指近 1.9 萬人達聯招學士課程

最低入學要求（即 4 科核心科目及一科選修課考獲 3322+2），高於資助學位數

目。學友社預計，考獲最佳 5 科獲 19 分或以上的考生，有較大機會獲教資會 8

所大學開辦的資助學士課程取錄，建議同學結合自身興趣、成績條件及課程收

生情況，把握最後聯招改選機會。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解釋，教資會每年會提供 1.5 萬個第一年學士學位

課程學額，但按過往統計實際上只有約 1.2 萬至 1.25 萬個經由聯招取錄，故此

推算考生須考獲最佳 5 科積點（獲 3322+2）19 分或以上，有較大機會獲教資

會 8 大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如同學有意報讀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城大及

浸大最低收生要求為「3322+33」及計算最佳 6 科積點的課程時，參考考評局

的最佳 6 科積點（獲 3322+33）統計會更有價值。 

吳寶城認為，同學應以興趣出發，在大學聯招的首志願可填選最感興趣，但收

生分數稍高於自己成績的課程， 

 

20 分或以上的考生要參照課程科目計算比重、入學計算方法等原則作出改選，

以增加入讀心儀課程的機會；至於 18 及 19 分左右的考生，因現時各課程的收

生要求及分數計算方法各異，有較大不確定性；同學的目光不應只是集中在教

資會 8 大課程，可配合自身志趣及條件，應把 SSSDP、公大自資學士或資助副

學位也放在考慮之中。 



 

他同時提醒，同學在參考考評局成績統計時要留意其局限，當中未能涵蓋只重

考個別科目而以合計成績報讀聯招課程的考生、未包括院校的彈性收生安排，

以及尚未計算各課程的收生科目比重等，而同學取得成績後，要善用聯招改選

機制，於個人指定時段內作一次修改，包括增補或替換最多 5 個課程、更改已

選報課程的先後次序及刪除任何已選報的課程。 

 

吳寶城建議，除了聯招學位外，同學應作多手準備，擬定應對方案，例如已獲

自資專上課程的有條件取錄，應注意確認取錄手續、繳交及退還留位費的相關

安排， 

 

若同學獲多於一個聯招以外課程取錄，建議只選擇一個最感興趣的課程繳費確

認，以免增加不必要的開支。 

 

他稱，在疫情下不少院校均改變收生程序及改為網上收生，同學應掌握最新的

變化而作出部署， 

 

有不少同學誤以為到場報名會獲較先處理，但各院校已重申網上與親身遞交的

申請會一併考慮，並盡量在即日於網上通知結果。 

  



日期：2020 年 7 月 22 日  

媒體：巴士的報 

【教育要聞】學友社：最佳五科 19 分 入讀資助學位機會大 

中學文憑試今日放榜，今年有近一萬九千人考獲「三三二二二」的大學最低入

學門檻，學友社預計，最佳五科考獲十九分或以上的考生，較大機會獲資助學

位取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勉勵考生，本地專上課程多元化，學位足夠，無論

成績如何都可以「行出青雲路」，多所專上院校因應新冠疫情，已改為網上申

請。 

  今年全體考生的三成七，約一萬八千九百人考獲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最低入

學要求，而最佳五科獲十八分或以上，佔了一萬四千多人。學友社學生輔導顧

問吳寶城指，雖然資助學士學位學額每年維持約一萬五千個，實際只約一萬二

千個經大學聯招取錄，推算考生最佳五科獲十九分或以上，較大機會獲八大資

助學位取錄。 

  他建議應屆考生以興趣出發，聯招首志願填選最感興趣，但收生分數稍高

於成績的課程。二十分或以上的考生，要參照課程科目計算比重、入學計算等

原則改選，增加入讀心儀課程機會；十八至十九分的考生，因課程收生要求與

分數計算方法各異，有較大不確定性，建議他們可配合志趣及條件，同時考慮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畫（SSSDP）、公開大學自資學士或資助副學位課

程。 

  繼日前在網上撰文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在社交網站上載短片，為考生

打氣。他形容今年對全港考生是困難的一年，曾因新冠疫情停課、文憑試延遲

開考，打亂考生的學習及準備工夫，他相信考生更能體會「辦法總比困難多」

的說法，形容他們是「逆境之下自強不息，茁壯成長的一代」，對他們充滿信

心。他寄望考生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在本地專上課程多元化下，無論成績

如何都會找到升學途徑，「行出自己的青雲路」。 

  因應新冠疫情近日肆虐，大部分專上院校已改為網上申請，包括以往吸引

大批考生現場報讀課程的職業訓練局，旗下「統一收生計畫」已改為網上進

行，申請人可在申請當日，經電郵獲得取錄通知。個別院校亦同時設現場報

名，包括珠海學院、明愛專上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學院等，而香港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雖開放九龍灣校園作現場報名，但呼籲考生如非必要，毋須

親身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