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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毅進文憑

日期

網上報名

資訊日

資訊日地點

入學條件

7月20日（放榜日）上午9時至
下午6時

THEi、9間 IVE分校、HKDI（知
專學院）

青年學院（九龍灣、葵芳、將
軍澳、天水圍及屯門分校）

THEi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3322」 +2

IVE及HKDI高級文憑課程：
5科第2級（包括中、英文）

IVE基礎文憑（級別三）課程：
3科第2級或以上

青年學院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完成新高中六

7月26日截止報名

www.yjd.edu.hk

7月24日及25日
（下周二及周三）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3樓匯星

完成中六或年滿2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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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協接三千考生求助
【本報訊】首屆文憑試明天放榜，香港青年協會自去年九

月起已接到三千宗相關求助，嚴重者聲稱放榜猶如 「大限來
臨」。

青協近兩個月間，已接獲一千四百宗求助，自去年九月起
已接到求助總計三千宗。其中四成查詢升學資訊，更有一成出
現焦慮和失眠等情緒問題。青協督導主任余艷芳說，有考生擔
心成績為能達到基本入讀副學位資格（五科二級），一個月內
頻頻焦慮哭泣。每當聽到有關學位競爭激烈的報道就會陷入恐
慌。亦有部分考生認為文憑試 「史無前例」無從參考，聯招改
選遇到很大困難。另有考生已獲得五間院校的 「有條件取錄」
學位，仍四出面試。

余艷芳指出，考生如果在八月聯招放榜前接納自資學位或
副學位，需繳納數千元留位費，雖然部分學校承諾入讀後退款
，但考生宜多加留意和查詢，避免經濟損失。

【本報訊】參加首屆中學文憑試的七
萬多人，不乏年長考生。年逾五十歲的
「媽媽考生」張友萍，即使經歷五次中學

會考仍未放棄，去年挑戰 「終極」會考後
，今年更與兒子並肩參加首屆文憑試。開
辦資助夜中學的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今年
有一百四十一名夜校生應考文憑試，最年
長考生六十六歲，報考六科。

本港不少在職人士及低學歷及透過夜
校完成中學課程，港專成人教育中心課程
主任林震山指出，校內夜中生佔七成半為
在職人士，不少人盼透過夜中完成中六學
歷以提升競爭力，亦有退休人士重返校園
，今年有一百四十一名學生應考文憑試。

逾七萬名文憑試考生明天放榜，為紓
緩其升學壓力，港專將提供三百至三百五
十個學額招收夜校中六重讀生，申請人資
格只須曾參加中學文憑試，即日起至八月
中接受申請。

港專夜校生張友萍說，會考一直未能
取得五科及格，是多年來的遺憾，盼綜合
多年會考成績表，一圓五科及格夢。雖然
多次失意會考，但她沒有放棄，更 「轉制
」修讀新高中課程，今年與兒子一同迎
戰首屆文憑試。

面對放榜，除了數學科，她有信心其
他學科取得第二級或以上成績，日後希望
繼續於公開大學進修，並盼到日本留學。

文憑試考生須在中、英、數及通識四大核
心科考獲「三三二二」級，及一科選修科二級才
符合最低資格，競逐一萬五千個大學資助學額
，其餘六萬人必須另尋升學出路，包括自資學
位、副學位、毅進文憑課程等。由於只得五分
一考生可升讀資助學士，令自資大專學額出現
七人爭一席局面，職訓局課程因之備受垂青。

VTC專業教育顧問梁任城昨日公布文憑試
收生情況時表示，轄下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THEi）及專業教育學院（IVE）、知專設計
學院（HKDI），以及青年學院，將提供約一萬
七千個學額予文憑試考生申請（見表）。

社工課程二十八人爭一位
梁任城表示，目前已收到四萬人報名。其

中，專教院（IVE）及知專（HKDI）提供約一
萬一千個高級文憑課程學額，其中以社會工作
課程競爭最激烈，平均每二十八人爭一個學額
，其餘受歡迎學科包括生物醫學、航空與客運
服務、幼兒教育等。

自資學位課程方面，THEi將一百五十個學
額予文憑試學生，課程平均二十五人爭一學額
，個別熱門課程如工程學科，更多達三十人爭
一學額。另外，職訓局將提供合基礎文憑及中
專教育文憑課程，供未能考獲五科及格（二級）
文憑試考生報讀。

梁任城補充，文憑生可於放榜當日下午六
時前，前往職訓局轄下院校即場報讀課程，翌
日（周六）將獲通知取錄結果，他呼籲考生毋
須預先排隊，校方會根據考生成績，由電腦遴
選獲取錄課程。此外，職訓局料有三千名考生
符合 「有條件取錄」資格，考生如放榜後符合
相關課程入學條件，須於當日下午六時前確認
學位。

另外，若考生未能考獲五科二級，可考慮
報讀新毅進文憑課程。修畢課程並考試及格，
可獲等同中學文憑試五科二級，符合投考紀律
部隊等公務員職位，或銜接副學位課程資格。

新毅進搶手設網上報名
毅進計劃管理委員會主席曾瑞強昨表示，

目前已有三千五百人報名，並於下星期二（二
十四日）一連兩日舉行資訊日，吸取一○年逾
萬名 「末屆會考」搶報經驗，今年毅進改用網
上報名，資訊日亦租用可容納二千至三千人的
場地作輪候，避免排隊學生日曬雨淋。

新毅進的學費較舊毅進高一成，介乎三萬
至三萬二千元，完成課程可獲政府發還三成學
費，清貧學生可獲全額或半額學費資助。除大
熱的 「紀律部隊」課程，亦有院校開辦 「智能
手機程式設計」（APP）、模特兒及個人形象
設計、美甲學，以及體育舞蹈（拉丁舞）等。
曾瑞強又提醒，申請者選擇課程時應盡量填滿
八個選擇。

團體籲考生投醫護行列
【本報訊】人口老化，令本港對醫護士人手需求大增。香

港醫護學會指出，一般前線醫護人員起薪點九千至一萬元不等
，畢業生一般一個月內會找到相關工作，學會今日至二十六日
期間設立醫護就業專線（電話：二五七五五八九一），為文憑
試生解答投身醫護行業相關問題。學會將於八月一日及八月十
五日舉辦講座，詳情可瀏覽http://www.healthcare.org.hk。

獲內地免試錄取
港生須網上確認

【本報訊】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招生辦通告，今年三月報
名申請就讀內地六十三所高校的香港考生，須按規定在八月四
至五日登錄香港免試生網上錄取系統（http://www.ecogd.edu.
cn）確認錄取結果，否則視作放棄錄取資格論。

在三月已報名申請就讀內地六十三所高校並參加二○一二
年中學文憑試，而成績達 「3、3、2、2」或參加高級程度會考
的考生，如在八月三日未被任何一所高校錄取或錯過錄取確認
時間，可在八月七日至八日登錄香港免試生網上錄取系統參加
徵集志願，徵集志願為有先後次序的兩個梯度式志願，院校清
單詳見系統公告。

在補錄時系統按志願順序依次投檔，全部符合條件的考生
先投檔第一志願，如不被錄取則投檔第二志願。各高校根據考
生成績和學習概覽等情況直接錄取，考生無須再次確認錄取結
果。考生參加徵集志願後，最終錄取結果以補錄為準。

校長：內地升學有前途
【本報訊】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指出，到內地升讀大

學，比修讀毅進文憑、高級文憑或副學士學位更有經濟價值。
他說內地大學有些科目如獸醫、考古、中國法律等，香港各大
學均未能提供。

多年來，近千名香港學生通過香島專科學校回內地升學，
每年有逾八成學生通過聯招、或暨南大學與華僑大學兩校聯招
而獲內地錄取。二○一一年陳少楷毅然放棄文憑試，就讀該校
一年制內地大學預備課程，終以494分入讀東南大學土木工程
專業。

【本報訊】記者于敏霞報道：中學文
憑試（DSE）放榜前夕，有教育基金會稱
，其內地大學聯招試預備班（全日制）九
成升讀內地大學，該會全體學生約八成升
讀內地大學。

東方教育發展基金會總幹事章浩遠說
，以前是香港學生考不上本港大學才不得
已選擇內地，而現在 「有學生會考達 26
分，仍選擇內地讀大學」，這是一種觀念
的變化。

章浩遠是東方教育發展基金會第一批
考入內地的港生，就讀於廣州大學，畢業
後選擇在該會工作，他說： 「理解學生的
痛苦掙扎，希望用自己的認知幫助考生渡
過難關」，他提醒學生報讀時了解情況，如
「台灣受港府認可學歷大學只有三間大學

：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
章浩遠補充，內地大學免試招港生，

但六十三校只能提供二千多名額，目前看
「聯招試是港生升讀內地大學最主要的途

徑」，有二百多所大學近千門學科可供選
擇。另外，獲揚州大學錄取的管樂鑫認為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他鍾意揚州大學

的專業、更看重其接近上海及周邊市場的
環境， 「要認識更多的人，建立人際網絡
，獲得的機會更多」。獲深圳大學錄取的
唐煜聰，報名時因為選擇專業服從，不得
不被漢語言文學錄取，但因留學生可在第
一學期較容易地調配志願，他已經遞交申
請，就讀商科。對於明天放榜，鄭敏嫻選
擇 「先看興趣（理大內衣專業），再考慮
就業（四川師範大學法律系）」。

【本報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出席
「太陽計劃 2012 中學文憑試放榜打氣大

會」，聯同副廣播處長戴健文、 「榮譽太
陽使者」謝安琪等帶領全場學生朗讀口號
： 「確立目標．下定決心．持之以恆．踏
出夢想第一步」，為全港文憑試考生打
氣。

吳克儉昨親臨香港電台，與二百多位
「太陽學堂」成員及學生會面，鼓勵應屆

中學文憑試考生放鬆心情，勇敢面對公開
試成績。他又透過視像與身在鄧鏡波學校
和荃灣官立中學約一百位應屆考生，分享

如何面對人生考驗，並鼓勵他們積極面對
前路。 「太陽學堂」學生特別送上 「太陽
計劃T恤」答謝吳局長。

除了 「太陽計劃 2012 中學文憑試放
榜打氣大會」，港台二台節目還提供資訊
及輔導予應屆考生，今天將在 「甜心家族
」節目開放家長放榜熱線； 「有冇搞錯」
節目會接聽聽眾電話，聆聽考生的憂慮；
放榜日前後凌晨的 「輕談淺唱放榜夜」則
邀請專業人士及社工解答聽眾查詢，提供
通宵輔導，並設有點唱環節助考生及其家
人減壓。

明日放榜 考生恐失學考生恐失學

逾七萬二千名首屆中學文憑試考
生明天放榜，面對資助大學學額僧多
粥少，考生紛紛急着搶先報讀 「水泡
」 課程作後備。單是職業訓練局（VTC
）就已有四萬人報讀，社工高級文憑最
搶手，平均二十八人爭一學額。而供
成績稍遜考生報讀的新毅進文憑課程
，未放榜亦有三千五百人搶報， 「新
毅進」 下周二及周三將舉辦資訊日。

本報記者 劉家莉

吳克儉為考生打氣

聯招試助港生內地升學

與兒子並肩作戰 欲赴日留學
媽媽考生冀圓五科合格夢

日期

7月20日

7月20至25日

7月21至23日

8月17日

8月20日

事項

中學文憑試放榜

可向考評局申請覆核成績

大學聯招（JUPAS）網上
改選

JUPAS公布結果

發放覆核成績

文憑試重要日程

職訓局及毅進課程報名

放榜貼士

▲首屆文憑試不乏年長考生應考。逾五十
歲的張友萍（左）希望考獲五科合格。右
為港專成人教育中心課程主任林震山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被內地大學錄取的港生，左起：趙子杰
（廣州大學）、鄭敏嫻（四川師大）、唐煜
聰（深圳大學）、管樂鑫（揚州大學）

本報記者于敏霞攝

▲文憑試明放榜，大學學
額僧多粥少，考生搶攬
「水泡」 課程作後備，毅
進報名情況熱烈

資料圖片

▲吳克儉出席 「太陽計劃2012中學文憑試放榜打氣大會」 ，鼓勵考生放鬆心情，
積極面對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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