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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HK01 

【JUPAS 放榜】揀資助或自資學位？  

學友社：忌以名牌大學作考慮 

 

 

 

 

 

 

 

 

大學聯招今（6 日）放榜，結果或未必令人人稱心如意。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

幹事吳寶城表示，根據過往經驗，若未能獲心儀課程取錄，有部份同學會在選擇

報讀自資或是資助大學課程中感到掙扎，建議同學不應只著眼於名牌大學或是院

校的資助模式，而是應按自己的興趣及未來工作需要作出決定。 

 

 

 

 

 

 

 

 

 

 

大學聯招今（6 日）放榜，同學若失落於聯招，亦可考慮選擇報讀自資課程。（資料圖片） 

大學聯招（JUPAS）今日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表示，若同學

獲心儀學科取錄，固然無須憂慮，只須謹記在本月 7 日下午 5 時前，繳交留位費

及到院校完成註冊手續。 

 

不過，吳寶城表示，若同學在聯招上未獲派位，或獲學位非心儀選擇，則可考慮

其它出路如報讀自資課程。他指，若同學早前曾向自資院校遞交申請並獲取錄，

只須按相關程序完成入學註冊；若同學在放榜日前未有作任何申請，現時仍可到

自資院校申請報讀，相信部份課程仍會有剩餘學額。他指，有院校或會即日安排

面試，故同學宜準備入學文件及搜集課程資料，做足準備。 



 

學友社：宜考慮未來工作 切忌以名牌大學作先決條件 

吳寶城表示，按過往經驗，不少同學均會在選擇報讀自資或是資助大學課程中感

到掙扎，他認為，同學切忌以名牌大學或院校資助模式作為選擇的先決條件，應

從自身興趣及能力出發。他建議同學不妨從職場角度考慮，思考課程能否幫助自

己在未來投身心儀的工作。 

 

他舉例，若同學希望從事幼兒教育工作或護士等專業，就需要入讀相關課程以取

得專業資格。 

 

另外，吳寶城亦提醒應屆考生的家長，聯招放榜後，遴選結果已塵埃落定，一旦

子女結果未如理想，宜接受現實，而非追究子女責任，既無補於事，亦只為他們

帶來沉重壓力。吳認為，家長應肯定子女過去付出的努力，同時多給予他們支持

及信心，為未來前程作出適合自己的決定。 

  



日期：2018 年 8 月 6 日 

媒體：頭條日報 

萬六人聯招上大學 自資課程勢爭崩頭 68%獲首三志願取錄 

 

大學聯招結果今日公布，今年共一萬六千五百多人獲八大及公開大學取錄，比例

約三成半，較去年跌一個百分點。有升學輔導機構指，在「指定專業╱界別資助

計畫」(SSSDP)恆常化，納入不少以往公大開辦學士課程，相信「人少更易入大

學」勢頭不變，料不少獲派 SSSDP 學額的考生，或轉投其他自資專上院校的自資

學士學位，令競爭加劇，建議考生視乎興趣及能力，及早部署。 

 

大學聯招今晨九時在網上公布遴選結果，今年約四萬六千七百多名考生，經聯招

報讀八大，以及公開大學自資學位課程，其中三成半人獲派學士學位取錄，較去

年減一個百分點（表一），一改以往因考生人數持續下跌，而按年攀升的取錄比

例。大學聯招處昨公布數據指，六成八上大學的考生獲首三志願（Band A）取錄，

比例較去年略低一個百分點；獲第四至六志願（Band B）取錄，則佔近百分之七。  

 

獲派位數字較去年微跌 1%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分析，雖然獲派學士學位比例錄得跌幅，但認

為與學額計算的變動有關，而非學額競爭所造成，「往年不少公開大學開辦的自

資學士課程，在今年納入 SSSDP 計畫內，令聯招在學士學位的基數減少，故此數

字與外界認為考生人數減少，更易入讀學士學位的印象不同，未必能完全比較」。

然而，他認為今年獲首三志願的考生比例下跌，反映他們在競爭較輕的情況下，

採取更進取的選科策略。  

 

不少獲 SSSDP 學額考生或轉投  

 



今年共逾兩萬一千名文憑試考生考獲「三三二二」，扣除經聯招獲派學士學位、

SSSDP 資助的自資學士學位的考生後，料有近一千五百人在聯招未獲派學位，料

他們或選報自資學士課程（表二）。隨著 SSSDP 在今學年起恆常化，政府把有關

學額由以往每年約一千個，增至三千二百多個，吳寶城預料，從數字上雖然令「未

有著落」考生人數大減，但預料不少考生未必接受獲派的 SSSDP 學額，而轉投有

政府提供三萬元免入息審查資助的自資學士課程，「因為與八大學費差不多，亦

較多選擇」，令競爭加劇。  

 

學友社籲先考慮能力及興趣  

 

考生獲聯招結果後，翌日便要決定是否接受及繳交留位費，吳寶城建議考生及早

做好準備，「最為猶豫不決是獲派 Band B 以後的課程，同時又獲自資院校有條件

取錄的考生，不知最後選哪個才好」。他建議考生應優先考慮個人能力及興趣，

而非看重院校排名與資助模式。 

  



日期：2018 年 8 月 6 日 

媒體：橙新聞 

【聯招結果】1.6 萬人獲八大取錄 自資學位競爭激烈 

【橙訊】大學聯招結果今日公布，今年共一萬六千五百多人獲八大及公開大學取

錄，比例約三成半，較去年跌一個百分點。有升學輔導機構指，在「指定專業／

界別資助計畫」(SSSDP)恆常化，納入不少以往公大開辦學士課程，相信「人少

更易入大學」勢頭不變，料不少獲派 SSSDP 學額的考生，或轉投其他自資專上院

校的自資學士學位，令競爭加劇，建議考生視乎興趣及能力，及早部署。 

 

大學聯招今晨九時在網上公布遴選結果，今年約四萬六千七百多名考生，經聯招

報讀八大，以及公開大學自資學位課程，其中三成半人獲派學士學位取錄，較去

年減一個百分點(表一)，一改以往因考生人數持續下跌，而按年攀升的取錄比例。

大學聯招處昨公布數據指，六成八上大學的考生獲首三志願(Band A)取錄，比例

較去年略低一個百分點；獲第四至六志願(Band B)取錄，則佔近百分之七。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分析，雖然獲派學士學位比例錄得跌幅，但認

為與學額計算的變動有關，而非學額競爭所造成，「往年不少公開大學開辦的自

資學士課程，在今年納入 SSSDP 計畫內，令聯招在學士學位的基數減少，故此數

字與外界認為考生人數減少，更易入讀學士學位的印象不同，未必能完全比較」。

然而，他認為今年獲首三志願的考生比例下跌，反映他們在競爭較輕的情況下，

採取更進取的選科策略。 

 

今年共逾兩萬一千名文憑試考生考獲「三三二二」，扣除經聯招獲派學士學位、

SSSDP 資助的自資學士學位的考生後，料有近一千五百人在聯招未獲派學位，料

他們或選報自資學士課程(表二)。隨着 SSSDP 在今學年起恆常化，政府把有關學

額由以往每年約一千個，增至三千二百多個，吳寶城預料，從數字上雖然令「未

有着落」考生人數大減，但預料不少考生未必接受獲派的 SSSDP 學額，而轉投有

政府提供三萬元免入息審查資助的自資學士課程，「因為與八大學費差不多，亦

較多選擇」，令競爭加劇。 

 

考生獲聯招結果後，翌日便要決定是否接受及繳交留位費，吳寶城建議考生及早

做好準備，「最為猶豫不決是獲派 Band B 以後的課程，同時又獲自資院校有條件

取錄的考生，不知最後選哪個才好」。他建議考生應優先考慮個人能力及興趣，

而非看重院校排名與資助模式。 

  



日期：2018 年 8 月 6 日 

媒體：星島日報 

萬六人聯招上大學 自資課程勢爭崩頭 

 

1/1 ■大學聯招結果今日公布，今年共一萬六千五百多人獲八大及公開大學取錄  

（星島日報報道）大學聯招結果今日公布，今年共一萬六千五百多人獲八大及公

開大學取錄，比例約三成半，較去年跌一個百分點。有升學輔導機構指，在「指

定專業／界別資助計畫」(SSSDP)恆常化，納入不少以往公大開辦學士課程，相

信「人少更易入大學」勢頭不變，料不少獲派 SSSDP 學額的考生，或轉投其他自

資專上院校的自資學士學位，令競爭加劇，建議考生視乎興趣及能力，及早部署。 

 

  大學聯招今晨九時在網上公布遴選結果，今年約四萬六千七百多名考生，經

聯招報讀八大，以及公開大學自資學位課程，其中三成半人獲派學士學位取錄，

較去年減一個百分點（表一），一改以往因考生人數持續下跌，而按年攀升的取

錄比例。大學聯招處昨公布數據指，六成八上大學的考生獲首三志願（Band A）

取錄，比例較去年略低一個百分點；獲第四至六志願（Band B）取錄，則佔近百

分之七。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分析，雖然獲派學士學位比例錄得跌幅，

但認為與學額計算的變動有關，而非學額競爭所造成，「往年不少公開大學開辦

的自資學士課程，在今年納入 SSSDP 計畫內，令聯招在學士學位的基數減少，故

此數字與外界認為考生人數減少，更易入讀學士學位的印象不同，未必能完全比

較」。然而，他認為今年獲首三志願的考生比例下跌，反映他們在競爭較輕的情

況下，採取更進取的選科策略。 

 

  今年共逾兩萬一千名文憑試考生考獲「三三二二」，扣除經聯招獲派學士學

位、SSSDP資助的自資學士學位的考生後，料有近一千五百人在聯招未獲派學位，

料他們或選報自資學士課程（表二）。隨着 SSSDP 在今學年起恆常化，政府把有

關學額由以往每年約一千個，增至三千二百多個，吳寶城預料，從數字上雖然令

「未有着落」考生人數大減，但預料不少考生未必接受獲派的 SSSDP 學額，而轉



投有政府提供三萬元免入息審查資助的自資學士課程，「因為與八大學費差不多，

亦較多選擇」，令競爭加劇。 

 

  考生獲聯招結果後，翌日便要決定是否接受及繳交留位費，吳寶城建議考生

及早做好準備，「最為猶豫不決是獲派 Band B 以後的課程，同時又獲自資院校有

條件取錄的考生，不知最後選哪個才好」。他建議考生應優先考慮個人能力及興

趣，而非看重院校排名與資助模式。 

  



日期：2018 年 8 月 6 日 

媒體：文匯報 

聯招今放榜 兩萬考生有着落 

 

滿 貫 狀 元 黃 子 衡 確 認 將 修 讀 港 大 「 內 外 全 科 醫 學 士 」。  資 料 圖 片  

佔整體申請者 43% 狀元不再個個讀醫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2018 年「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今日放榜，

約 4.7 萬名聯招申請人中，有超過 1.6 萬人獲得學士課程學額，取錄比例為三成

五，較去年稍跌一個百分點；另約 2.6 萬人未獲任何資助課程取錄。升學專家指

出，今年獲學士學位或副學位取錄比例與去年相若，提醒未有「着落」的同學宜

及早了解心儀聯招以外的專上課程剩餘學額與招生安排，並為相關面試作好準備，

把握升學機會。 

大學聯招處昨日公佈放榜統計數字，本屆 Jupas申請人數為 46,703人，其中 20,119

人獲派學位或副學位課程學額，佔整體申請者 43%。上述數字對比去年全數錄得

下跌，其中申請人數跌近兩千人，獲派學位或副學位人次亦下跌近千人。 

1.6 萬人讀八大學士 

至於「有着落」的兩萬名申請人中，16,538 人獲八大資助院校或自資的公大全日

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佔整體申請人數三成五，較去年的三成六輕微下跌（見表），

其餘 3,581 人獲派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 

經 JUPAS 取錄的申請人中，有 15,720 人獲派第一組別課程，當中有 13,723 人獲

派學士學位課程，1,997 人獲派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 

獲派第二組別課程的申請人有 1,830 人，包括 1,341 人獲派學士學位課程及 489

人獲派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其餘分別有 874 人、833 人及 862 人獲派第三、

第四及第五組別課程。 



中大港大囊括狀元 

應屆 9 名 7 科 5**或上成績的「狀元」之中，港大今年取錄了其中 6 人，當中包

括「滿貫狀元」黃子衡，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確認將修讀「內外全科醫

學士」。 

港大發言人透露，其餘狀元的修讀學科意向廣泛，除醫科外，還包括「牙醫學士」、

「法學士」及「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及法學士（雙學位課程）」等課程。 

另外 3 名「狀元」則由中大取錄，發言人指他們將分別入讀醫學（環球醫學領袖

培訓專修）、環球商業學及環球經濟與金融跨學科主修課程。 

科大表示今年聯招取錄 3 名獲得 6 科 5**的高分考生，入讀工商管理學士（環球

商業管理）。 

此外，由於政府宣佈 2018/19 學年起，增加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學額，獲取錄學生人數亦見明顯增加，由去年 1,262 人增加至今年 3,227 人，其

中有 2,433 人獲派第一志願。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表示，本屆學士課程的取錄比例表面看似錄得

輕微下跌，但理由或源於以往部分公開大學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今年起隨着 SSSDP

學額增加而分開計算，故有關數字變動純屬統計方式不同所致，實際變化不大。 

別問讀什麼 應想做什麼 

至於「未有着落」的一眾考生，吳寶城指當中可細分為幾類：「一批是公開試放

榜後已打定輸數的，他們大都會在大學聯招放榜前尋求後路，相對問題較少。」

另一批則是全心等大學聯招放榜，可能未必揀中心儀課程，甚至意外地不獲取

錄。 

假若學生需要面對「讀非心儀學科，還是重讀之類」的兩難情況，吳寶城提醒學

生宜作更長遠考量，「並不只是諗將到來的 9 月要讀什麼，應想想數年後想要做

什麼職業，有關課題與這份職業是否相關」，特別是涉及專門知識的工作，更應

及早選擇有關連性的課程報讀，提醒學生勿盲目因循「八大」、「資助學位」、「大

學排名」等片面條件作出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