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了解HKCC畢業生升學情況

HKCC 2016年
畢業生升學概覽

以下是HKCC 2016年畢業生升學概覽及HKCC 2003-2016年

根據2016年HKCC畢業生
升學調查顯示，共有2,207
名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
程，升學率高達89.3%，
創下新高，而在升學的
HKCC畢業生之中，2,164
名入讀本地學士學位課程，
比率高達98.1%，可見絕
大部分的HKCC畢業生都能
夠在本地升學。正如上文提
到，相對於海外升學而言，
在香港升學，不但學費較為
便宜，課程質素及認受性亦
相對較有保證。

畢業生升學概覽，你可從這兩個統計，全面了解HKCC畢業生
按年及歷年的升學表現。

升學的畢業生98.1%入讀本地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大學 64名 (2.9%)
香港中文大學 122名 (5.5%)
香港科技大學 101名 (4.6%)
香港城市大學 320名 (14.5%)
香港浸會大學 116名 (5.3%)
嶺南大學 7名 (0.3%)
香港教育大學 77名 (3.5%)

香港理工大學 661名 (30%)

香港公開大學 107名 (4.8%)
香港樹仁大學 10名 (0.5%)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521名 (23.6%)

其他本地院校 58名 (2.6%)
在香港修讀海外大學課程 22名 (1%)

18,516

十四年平均升學率達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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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港升學率最高的大專院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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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香港專上學院

香港九龍紅磡紅樂道8號 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校園

香港九龍油麻地海庭道9號 香港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
查詢熱線：(852) 3746 0123
傳真：(852) 2994 8721

逾 20,700

可見HKCC多年來已為合共逾20,700名畢業生實現升學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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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升學率

以下是HKCC 2003-2016年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累積人數，

2005

回覆率

升讀學士學位課程人數

HKCC 2003-2016年畢業生升學概覽

2004

2,808

回覆畢業生調查人數

往外地升學 21名 (0.9%)

2003

畢業生人數

電郵：ccadmission@hkcc-polyu.edu.hk

網址：www.hkcc-polyu.edu.hk

香港專上學院為香港理工大學附屬機構，是一間非牟利擔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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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1
2,207

89.3%

截至2016年10月的數字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升學率
面面觀

報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升學率是你首要
考慮的因素，因為它直接展示了院校畢業生成
功銜接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亦間接反映了院
校的教學質素。然而，本地院校沒有統一的準
則計算升學率，形形色色的數據可能令你眼花
繚亂。

以下內容從不同角度闡述如何客觀解讀自資
專上院校的畢業生升學數據，讓你了解未來升
學的機會有多高，在入學報名時能夠作出明智
的選擇。

比較升學率時，我應注意些甚麼?
升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
整體升學率及實際升學人數

升讀本地及海外學士學位課程的比例

升讀八大政府資助大學及其他院校的比例
八大政府資助大學高年級收生學額
按年升學率及歷年平均升學率

升學率

Q&A

問一：在比較升學率時，我應注意些甚麼?
答：你應注意以下六大方面：

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愈高愈好。

以下是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HKCC)與其他多間政府資助大學 / 院校轄下的專上學

院2014/15年度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升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概況，以「回應畢業生調查
的升學人數」順序排列。HKCC 2,260名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之中，高達44.1%入

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名列第一。有關資料是從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CONCOURSE: www.cspe.edu.hk/content/Institution-List) 計算出來的。

資料來源：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截至2016年10月，2015/16年度數據尚未公佈）

整體升學率 *

2,260

87.8%

院校三

約 1,049 至
1,297 之間 #

副學士：77.8%
高級文憑：62.9%

副學士：45.0%
高級文憑：20.4%

院校五

660

64.3%

20.0%

院校四
院校六
院校七
院校八
院校九

院校十

813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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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本地課程、在香港修讀海外課程、到海外升學等。
#

回應者升讀
政府資助
學士學位課程比率

回應畢業生調查
的升學人數
1,867

80.8%

83.3%
53.4%
50.5%
88.5%
22.0%

24.2%

課程並不屬於這類別。有關本地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學士學位課程名單，請瀏
覽政府的「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www.ipass.gov.hk。

高達100%，但該屆實際畢業生人數少於10人；反觀學院B的副學位畢業生

以HKCC 2016年畢業生為例，在2,207名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之中，

整體升學率雖然「只有」80%，但該屆實際畢業生人數卻逾2,000人。相比

2,164名入讀本地學士學位課程（不包括海外大學在香港開辦的課程），比率

之下，學院B的畢業生的整體升學表現實際上遠勝學院A。

高達98.1%。

以下是HKCC與其他多間政府資助大學 / 院校轄下的專上學院2014/15年度

第四方面：升讀八大政府資助大學及其他院校的比例

副學位課程畢業生整體升學率及實際升學人數概況，以「回應畢業生調查
的升學人數」（即實際升學人數）順序排列。HKCC有2,260名畢業生升讀學

在香港升學，首選是升讀政府資助的八間大學，包括：香港理工大學、香港

士學位課程，名列第一。有關資料是從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

(CONCOURSE: www.cspe.edu.hk/content/Institution-List) 計算出來的。

南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因此，升讀八大政府資助大學的比率愈高愈好。
以HKCC 2016年畢業生為例，在2,207名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之中，

HKCC及其他專上學院2014/15年度畢業生整體升學率及實際升學人數概況

HKCC及其他專上學院2014/15年度畢業生升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概況

院校二

評審局審批的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愈高愈好。大部分海外大學在香港開辦的

須同時留意實際升學的人數是多少。例如學院A的副學位畢業生整體升學率

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選擇較多，學費較低，是副學位畢業生的理想選擇，因此，升讀政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專上學院

畢業生大多希望在香港升學，因此，升讀本地大學和經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第二方面：整體升學率及實際升學人數

整體升學率雖能反映院校畢業生成功銜接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但你也必

第一方面：升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

院校

第三方面：升讀本地及海外學士學位課程的比例

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專上學院

44.1%

整體升學率 *

1,867

80.8%

2,260

87.8%

院校三

約 1,049 至
1,297 之間 #

副學士：77.8%
高級文憑：62.9%

院校五

660

64.3%

院校四

21.8%

813

院校六

15.0%

447

院校七

19.9%

140

院校八

38.8%

123

院校九

6.1%

該學院將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畢業生升學率分開計算，另外，並無列出該兩類畢業生回應調查的各自人數，
只列出回應者總數為1,668。

回應畢業生調查
的升學人數
( 實際升學人數 )

院校二

35.0%

3.2%

1,468名升讀八大政府資助大學（包括自資及資助課程），比率高達66.5 %。

資料來源：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截至2016年10月，2015/16年度數據尚未
公佈）

105

院校十

104

* 包括本地課程、在香港修讀海外課程、到海外升學等。
#

第五方面：八大政府資助大學高年級收生學額

政府每年都會撥款予八大政府資助大學，提供一定數量的高年級收生學
額，讓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經「非大學聯合招生辦法」銜接升讀高年級資助
學士學位課程。有關學額有限，競爭激烈，因此，院校畢業生升讀高年級
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愈高，即表示該院校畢業生的競爭能力愈強。以

HKCC 2016年畢業生為例，在2,207名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之中，
1,010名入讀高年級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83.3%

第六方面：按年升學率及歷年平均升學率

53.4%

據，但按年升學率也有它的參考價值，因為它可反映該院校多年來升學率的

一般而言，歷年平均升學率較為客觀，因為它綜合了多屆畢業生的升學數

50.5%

穩定性，以及其長期趨勢是上升還是下降。另外，你也應留意院校最近兩、
三年的按年升學率，假如是穩步上升，可能代表該院校投放了不少資源，以

88.5%

提升師資及課程質素。相反，假如是突然急降，甚至並無提供有關數據，你

22.0%

便要小心求證該院校是否出了問題。

24.2%

HKCC 2013年、2014年、2015年及2016年畢業生升學率分別為79.2%、

81%、85.2%及89.3%，升學率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屢創新高，反映HKCC

該學院將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畢業生升學率分開計算，另外，並無列出該兩類畢業生回應
調查的各自人數，只列出回應者總數為1,668。

近年成功為畢業生增加升學機會。

問二：我可在哪裡找到各間院校的升學數字?

答：你可先從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查閱各大院校的畢業生升學情況，網址：www.cspe.edu.hk/content/Institution-List，但有關資料未必是最新的。如有疑問，你可瀏覽以下各間院校的網頁。
院校名稱

網址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http://www.hkcc-polyu.edu.hk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http://hkuspace.hku.hk/cc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
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http://www.speed-polyu.edu.hk
http://hkuspace-plk.hku.hk

http://www.scs.cuhk.edu.hk/cuscs
http://www.cityu.edu.hk/cccu
http://www.cie.hkbu.edu.hk

院校名稱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職業訓練局

網址

http://www.sce.hkbu.edu.hk
http://cc.ln.edu.hk

http://www.ouhk.edu.hk/lipace
http://www.hksyu.edu
http://www.eduhk.hk

http://www.vtc.edu.hk

院校名稱

網址

院校名稱

網址

明德學院

http://www.centennialcollege.hku.hk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http://www.ny.edu.hk

珠海學院

http://www.chuhai.edu.hk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http://www.hkit.edu.hk

恒生管理學院
東華學院

明愛社區書院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明愛專上學院
耀中社區書院

http://www.hsmc.edu.hk
http://www.twc.edu.hk

http://www.cice.edu.hk

http://www.cbcc.edu.hk
http://www.cihe.edu.hk

http://www.yccc.edu.hk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
青年會專業書院

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
香港分校

http://www.hkct.edu.hk
http://www.hkas.edu.hk

http://www.ymca.edu.hk
http://www.scad.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