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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中學制已實施了五年，而中學文憑考試亦舉辦了兩屆，不論在課程安排、

學習策略、考試評核等方面，大家都有了新的經驗。其中最令人感到高興的是─

─不論公開考試成績高或低，大部份同學都有機會繼續進修，或是政府資助的大

學、或是自資學位課程、或是副學士、或是高級文憑、或是基礎文憑，總之可以

找到合適、亦切合自己學習水平的學位，努力上進，這是可喜的。 

 我認為年青人好奇心大、創造力強、記憶力好，應該把握時光，充實自己。

中學畢業只是一個階段的完結，只要有明確目標、有自己的夢想，就該繼續追尋。

掌握一門技術固然不錯，研究一門學問當然最好──學海無涯，終身學習，令人

生的前路寬大而充實、喜悅且豐盛、同學們努力！       

                郭耀豐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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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說話跟學弟學妹分享﹖ 

我的課程是 1 年制，全年學費約 $31,000，每半年繳交一

次。我每天都需要到位於何文田的學院上課，每日大約

上 4 堂，每堂 1 小時。 

吳家樂 2013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專業進修學校(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毅進文憑課程  政府、紀律部隊及體適能系列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生物 企業、會計

及財務理論  

香港文憑試

（級） 

1 1 2 2 2 2 

為甚麼選擇毅進課程？政府、紀律部隊及體適

能系列是關於甚麼？ 

我中、英文的成績只有 1 級，不符合修讀副學位或高級

文憑課程的資格。毅進課程卻沒有任何成績限制，且完

成後等於文憑試全部科目成績及格，到時候我就可以投

考紀律部隊或是繼續進修， 這對我的前途有幫助。況且，

我從小的志願就是當一名警察，而這個課程正好提供機

會給我發展所長及裝備自己，為夢想、為未來奮鬥！ 

我現在上的課其實跟中學大同小異——我的主科是中

文、英文、數學、通識和普通話，而選修科方面是紀律

部隊的面試技巧。同時，這個課程亦著重體能訓練，所

以我每星期都要上體能課，做掌上壓、仰卧起坐及健身

訓練。 

毅進文憑隸屬資歷架構的第三級，為中

六離校生和年滿21歲的成年學員提供另

一學習途徑。修讀毅進文憑課程的學生

需要修讀 5科主修科(中文、英文、數學、

人際及通識)， 另加 3科選修科(視乎所

選的文憑而定)， 共 600小時。 學生取

得毅進文憑，將獲得等同於香港中學文

憑試五科第 2級(包括中、英文)的資格。 

毅進文憑（Yi Jin Diploma）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LIFE）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SBI）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HKCT）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HKIT） 

學院的收費、上課次數如何？ 

我的 DSE 成績未如理想，其實我也非常失望，但我相信自己仍有進步空間，加上老師的支持和鼓勵，我決

定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在原校重讀。汲取了上年的經驗，我能更有效地制定時間表，重新編排溫習及作息

時間，令自己無時無刻都保持最佳狀態。此外，我亦重整應試策略——除了在堂上專心聆聽老師的授課，

課後亦勤做歷屆會考試題，以熟悉公開考試的出題模式；應試時亦學懂控制答題時間及保持輕鬆心情。希

望今年可如願進入大學！ 

有甚麼說話跟學弟學妹分享？ 

為甚麼寧願重讀也不選擇高級文憑/副學士的課程？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生物 化學  

香港文憑試

（級） 

4 3 4 3 4 3 

徐梓溢 2013畢業生 

現就讀佛教黃允畋中學  6F 

生涯規劃、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我希望來年的 DSE 考生要珍惜剩餘的時間，努力溫習，

充實自己，不要步我後塵。古語有云：「少壯不努力，

老大徒傷悲」。希望各位同學將來投身社會之時，回眸

過去，並不會因以往所做的事感到後悔。 

每年 30,000至 32,000元不等，另外設有三

成、半額及全額學費發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

劃、學生車船津貼等資助。 

開辦院校 

學費及資助 

 

資歷架構 
同學如果有留意，在每介紹一種學術資

格都提到資歷架構，究竟這是甚麼﹖ 

資歷架構是一套學術資格認可機制，由

教育統籌局為促進終身學習而發展出

來。架構共分為七層，由最基本的第一

層（中三程度）至最高的第七層（博士

學歷）。每層或每級別皆訂有通用指

標，具體說明同級資歷的共同特徵。 

我建議同學不應過分補習。以我為例，在全盛時期，我一星期補習五科，即是每天放學後都得趕到補習社

逗留一至三小時不等。記得某一個星期六，我在補習社渡過了九個小時！過度的學習不是每個人都吸收得

了，所以我建議同學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和時間，作出適當的選擇，才能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得



 

吳肇宏 2013 畢業生  

現為香港科技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理學士學位  一年級生 

學士學位課程(Degree)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生物  化學  延伸數學

單元 1 

香港文憑試

（級） 

3 4 4 5  5*  5 3 

為甚麼選擇香港科技大學的理學院？ 

學院的收費、上課次數如何？ 

有甚麼讀書「貼士」給予學弟學妹﹖ 

我主科的成績只算中規中矩，幸好我的選修科彌補了不足，讓我

可以進入香港科技大學。修讀理學士課程，一來是我的興趣，二

來班主任亦曾介紹相關的課程，所以在科技大學開放日當天，我

特地索取理學士的詳細資料，最後亦能如願以償。希望日後我能

學而致用，投身相關的行業。 

大學一年級所教授的知識跟中學大致相同，即是基本的生物、化

學及物理知識，算是溫故知新，不過當中亦涉及延伸數學 2 的理

論。升上大學二年級後，校方會要求同學選修一科專門學系，我

將會選擇生物技術，內容是有關食物基因改造與生物的 DNA 等。 

我的課程是 4 年制，學費每年約 $42,000。學生可向學生資助辦

事處申請貸款，政府會按申請人的家庭狀況作出審核，繼而再作

出資助全額抑或是半額的決定。 

我的 DSE 成績普普通通，各科的成績剛好合格，於是我就申請了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機場營運管理高級文憑課

程。這門學科給我一種神秘的感覺——機場的後勤部分從來都是禁區，作為乘客的我平日難以接觸，我的興趣和

好奇心促使我修讀這個課程。此外，若我在高級文憑取得優異的成績，就有機會銜接其他大學物流系的學位課程，

這給予我動力做得更好。 

這門學科會教授機場及航空公司的營運，細節如機場支援服務、航空膳食、貨物運輸、飛機航線等等。導論課程

結束後會到機場進行約 240 小時的實習。順帶一提，這個課程十分重視面試，想當年我需要以英文自我介紹及講

述申請這個課程的原因， 有興趣的同學最好事前準備一份講稿，反覆練習，流暢自然的面試有助提升入學機會。 

為甚麼選擇高級文憑課程？機場營運管理是關於甚麼？ 

學院的收費、上課次數如何？ 
我的課程是 2 年制，學費約$100,000，可分 5 期付款；我的課程每級 4 班，每班 30 至 31 人，當中亦包括不少外

國人。 

有甚麼說話跟學弟學妹分享﹖ 
對各位同學而言，這六年的學習歷程就像農夫耕作一樣，由播種之時就期盼着收穫。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求學的過程亦是如此，付出多少，收回來的也有多少。希望即將離校的你們，腦海都滿載美好的回憶。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生物 

香港文憑試

（級） 

2 3 2 3 2 

李祉彤 2013 畢業生 

現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高級文憑  機場營運管理  一年級生 

高級文憑和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 在性質上有很多地方相似，但一般來說，高級文憑較

注重專業知識， 副學士學位課程則涵蓋較多通識教育科目。 高級文憑及副學士是一個具有獨立的

結業資格的資歷，同樣隸屬資歷架構下的第四級，大致相等於大學學位的二分之一。 

 

兩年全日制經評審自資高級文憑和副學位課程學費由每年 HK$39,000-$62,100不等。 政府會為合

資格的學生提供多項資助，包括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車船津貼、免入息審查貸款等。 

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學士學位再分政府資助與自資兩種，它

們都隸屬資歷架構下的第五級。 

我中、英文的成績只有 1 級和 2 級，可選擇的課程不多。基礎

文憑課程的收生要求是完成中六或同等學歷，所以我決定修

讀。 我揀選社會服務是因為我有做義工的經驗，喜歡服務人

群的感覺， 而且完成基礎文憑課程可以繼續進修，揀選幼兒

教育高級文憑，我視這個基礎文憑為我的踏腳石。 

我需要修讀主科科目，即中文、英文，另外亦要修讀社會服務

的理論， 包括香港社會服務初探、人類發展基本理論和全人

發展等。 

為甚麼選擇基礎文憑課程？社會服務是關於甚麼﹖  

學院的學費、上課情况如何？ 

我修讀的課程是 1 年制，學費大約$20,000，分兩個階段繳

交。這個課程注重上課時的表現及儀容，濃妝艷抹不太恰

當。 

有甚麼說話跟學弟學妹分享﹖ 
我希望來年的 DSE 考生一定要把握剩餘的時間，努力溫

習，充實自己，不可輕易放棄，現在努力也未遲！有努力

必定有收穫，加油！ 

基礎文憑課程隸屬資歷架構下的第三級，為

中六離校生提供一個學習途徑。如果同學對

某學院的文憑或高級文憑課程有興趣，則入

讀該學院的基礎課程較有利銜接。修讀基礎

文憑的同學著重英語、中文、普通話、資訊

科技等日常工作所需的傳意技能，以及人際

關係、小組合作等技巧。 

基礎文憑課程

(Foundation Diploma） 

郭倩雯 2013 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基礎文憑課程  社會服務  

第一就是融會貫通。DSE 的試題講求知識轉化，死記硬背書本不

能讓你在 DSE 取得分數，唯有理解及熟悉所讀的科目，才能將知

識套用於問題上，取得高分。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得立即向

老師及同學請教。 

其次就是多做練習，尤其是歷屆會考試題(past paper)。勤加操練

試題是取得高分的關鍵，當你多做練習，就會知道文憑試會考核

同學某一方面的能力，從而也知道出題模式，多練習就能了解答

題技巧及提升答題速度。 

資助學士學位 

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八所

院校(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學

院、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

港大學)為學生提供合共 14,600 個學

額，學費每年約為$42,000。 

 

自資學士學位 

自資專上院校(如：香港公開大學、香

港樹仁大學、珠海學院、恆生管理學

院、東華學院、明愛專上學院、職業訓

練局、香港演藝學院等)亦會提供自資

學士學位約 7,700 個學額，學費每年

$50,000至$80,000不等。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生物 化學 

香港文憑試

（級） 

1 2 2 3 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