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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號外 2013/14
特別聲明：本號外之版權為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所擁有。本會歡迎升學及事業輔導老師將本號外資料用於教育用
途，但必須註明資料來源。敬請尊重知識產權。
Q1. 院校在 2014/15 年度會以學院收生或學系/課程收生的比例如何？如是前者，學生入學後選擇主修
的機制如何？
城大：

城大以學院制收生。學生首先進入一個學院(商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創意媒體學院、
能源及環境學院、法律學院、科學及工程學院分開科學組別及工程組別)學習。學生於
首年會修讀語文、精進教育課程及學院的先修科目。
選擇主修的機制︰修讀法律學院或能源及環境學院的學生將分別於入學後直接入讀法
律學或能源科學及工程學課程。其他學院的學生，在首學年底選擇學院轄下之主修專
業，科學及工程學院的學生將按其入學組別選擇﹟工程類﹠或﹟科學類﹠的專業。學
習表現最佳的 20%學生 [(i) 按首學年（學期 B 末）考詴的累積帄均積點(CGPA)排名；
(ii) 於學期 A 和學期 B 已修讀的全部科目均達及格成績；(iii) 於學期 A 和學期 B 成
功取得至少 30 個學分, 其中包括學院指定科目學分]，將可自由選擇學院轄下的主修
專業。其餘 80%的學生將視乎所選專業的名額及要求分配主修專業。
選擇主修專業時，只可從現正修讀的學院中選擇。科學及工程學院(工程學)和科學及
工程學院(科學)雖屬同一學院，但視作兩個組別。在主修專業分配完成後，學生有機
會申請轉學院及主修，但成功與否視乎名額(轉學院人數不可多於每學院的百分之十的
學生)及學院所定的準則。

浸大：

香港浸會大學大部份課程以聯合收生的方式取錄本科生。部份專業學位課程，例如社
會工作、中醫藥學、音樂等會獨立招生。在聯合收生制度下，同學可以根據興趣報讀
心儀的學院，利用一年時間清楚瞭解有關學科的不同範疇，並根據自己的目標選擇最
理想的主修科目。浸大將按學生的入學成績、在校表現及個人喜好等分配主修課程。
而 2014 年的主修機制跟 2013 年相若。

嶺大：

文學院、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課程均實行大類收生。學生由學院取錄後再按機制安排入
讀相應的主修課程/主修/學科組別，詳情可瀏覽各學院於下列網址刊登之主修課程/主
修/學科組別的分配準則：
文學院(www.LN.edu.hk/arts/ug_4-year/allocation.php)
商學院(www.LN.edu.hk/progs/bbaprog/ug4/allocation.php)
社會科學院(www.LN.edu.hk/progs/ssprog/4year/Allocations.php)
同學入學首年一般不可申請轉學系，第二年可透過正常程序提出申請，有關學系會按個
別情況考慮。過往申請轉學院/學系的數目不多，只有極少數。

中大：

教院：

中大部分課程以大類招生（包括工程學、理學、社會科學、及保險、金融與精算學及
計量金融學）
。其他課程維持課程直接招生。不同形式的招生安排為同學提供更多選
擇。詳情請瀏覽 www.cuhk.edu.hk/adm。

教院以個別課程收生。於第一學年取得良好帄均積點(GPA)並符合有關課程要求的學生，可申請於
選修雙主修或副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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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院校在 2014/15 年度會以學院收生或學系/課程收生的比例如何？如是前者，學生入學後選擇主修
的機制如何？
理大：
理大開辦廣泛學科是給同學作雙線選擇。同學可申請入讀廣泛學科，也可直接申請個別
課程。修讀廣泛學科的同學，最遲可於二年級上學期完結前，按個人意願選擇主修課程。
十一個廣泛學科中，時裝及紡織、醫療科學及設計學暫不提供廣泛學科的入學申請。在
2014 年，理大共有 8 個學士學位廣泛學科，43 個學士學位個別課程及 15 個高級文憑課
程供同學選擇。
科大基本上以學院制收生，同學可選擇報讀有關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科大：
或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以及理學院的國際科研與商學院的環球商業管理。
所有同學都會先於相關學院修讀基礎課程，涉獵更廣的知識，在充分了解主修的課程內
容後，再按自己的能力、興趣，在大學的第二至第四學期選讀主修課程（包括雙學位及
跨學科課程）
。學院於分配主修時主要參考同學入學後的表現，個別學院也會考慮學生
的文憑詴成績。以 2012 年入讀科大的第一屆文憑詴生為例，在 2013/14 學年第一個學
期，約 95%的學生都能入讀首兩項志願的主修課程。
此外，大學四個學院均設有學術諮詢中心（advising centers），為新生提供全方位的
個人學術諮詢與輔導服務，協助他們發掘和發展專業興趣，有助選擇主修及副修科目。
詳情請瀏覽 http://join.ust.hk 網頁內資料。

Q2.

港大：

兩者都有。大部份課程已於早年實行學系收生，如：文學士、工學士、理學士及社會科
學學士。學生入學時毋須選定學科課程，待大學二年級才決定主修科目。課程收生以專
業課程為主。

公大：

大學會以課程收生。

對修讀四年制課程的學生，大學將提供什麼學習及生活技能上的支援？
城大：
四年制課程中設置了「重探索求創新課程(Discovery-Enriched Curriculum)」，旨在激
發學生的求知熱忱，透過積極探索培養創新能力。學生需修讀跨學科「精進教育科目
(Gateway Education courses)」，涵蓋多個學科領域(計有英文、中國文化-歷史哲學、
藝術及人文、社會及商業組織、科學及科技)，使學生打下紮實基礎，拓寬視野。
城大新近設立精進教育實驗室與「重探索求創新課程」實驗室，將傳統的演講廳變成可
靈活改裝的學習區，以便進行互動複合式學習，並推廣新興的「反轉課堂」
（flip
classroom）教學法，使學生有機會發揮想像、測詴創新意念，並增進彼此交流，從事
主動而又互動的學習。
城大現提供六十多項主修專業、七十多項副修專業及範圍廣闊的選修科目給學生修讀。
在主修專業以外，學生還可選擇修讀雙主修或副修專業。校方亦加強學生的學術輔導，
安排顧問老師及高年級生向學生作出學習及選科計劃的指導。此外，城大繼續加強輔學
活動，包括學生交流、實習、發展潛能等活動。城大計劃在數年內使參加海外交流計劃
的學生人數增加到學生總數之 50%，並為「學生國際化計劃」撥出款項以資助學生。
浸大：

浸大四年制的新課程亦專亦廣，豐富學生的知識基礎，透過接觸不同的思考模式和結合
不同的學術範疇。同時，將全面強化全人教育，推動「果效為本」理念，以培育有豐富
學術和專業知識、良好語文基礎、正確道德觀和廣闊的人文和文化知識的領袖人才。通
識教育課程擴闊同學的知識領域，學生必須修讀中英語文、「演說技巧 」、
「價值與人
生」
、
「歷史與文明」等課程。浸大更提供高達三十個學分的自由選修科，學生可根據個
人興趣攻讀「雙主修」或「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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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對修讀四年制課程的學生，大學將提供什麼學習及生活技能上的支援？
嶺大：
隨著新宿舍陸續落成，嶺大期望於 2013-14 學年下學期起能夠為所有學生提供四年全宿
的機會。網上學術輔導系統﹡DegreeWorks﹢亦已全面推行，有助同學草擬學習計劃、
約見學術導師討論及核准擬定學習計劃，讓同學更能掌握學習進度。
中大：

中大會協助學生積極面對新挑戰和追求個人成長，除書院通識課、身心健康評估及跟進
輔導外，還有時間管理、學習技巧、人際溝通和壓力處理等工作坊，以提升同學的個人
管理、學習效能及社交技巧，協助學生全面發展。另外，中大九所成員書院，與大學相
輔相成，提供以學生為本的全人教育和關顧輔導，加強師生間的交流和互動，凝聚學生
對書院和大學的歸屬感。

教院：

在新學制下，教院的學士課程整合了多元學科、正規課程及聯課學習。靈活的課程設計
為學生提供多學科、跨學科課程，讓他們有整全的學習經驗，有利日後繼續進修。學生
除了可選擇修讀雙主修科外，亦可從不同範疇的學科中選擇副修科。另一方面，教院鼓
勵學生走出課堂、放眼世界，多參加海外交流活動，故會為學生提供資助用作參與認可
的交流活動，以拓闊學習體驗、視野及思維，學生更可申請學分豁免。

理大：

入讀四年制課程的同學比較年輕，他們在選擇主修課程時，未必能即時立定主意，所以
理大提供廣泛學科，讓同學在第一學年接觸不同學科，了解它們的內容及要求，以便他
們選擇主修科。
由於新高中學制的選科安排更具彈性，同學可選讀不同範疇的科目，或許會在入讀大學
後發覺某方面有所不足。理大在設計四年制課程時已預留空間給有需要的同學選讀一些
相關的基礎科目 ﹟underpinning foundation﹠ subjects。
理大會為一年級同學提供 common orientation 及在課程內加入 freshmen seminar，讓
同學透過一連串的工作坊及講座，培養積極態度，為大學學習及生活作好更充足的準備。

科大：

四年制的課程設計在選科上更具彈性，並提供空間以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其他領域的活
動，從經驗中學習。科大各學院為此分別設有學院學術諮詢中心，由教授、學生輔導主
任以及高年級同學組成的團隊，在每位新生踏入大學校園之始，直到同學畢業，全程提
供全面的個人學術諮詢與輔導服務。團隊協助同學更深入認識大學課程，選擇適合自己
興趣和抱負的課程，提供校園生活及舍堂輔導，與同學一起走大學生活每步路，協助同
學訂立、評估以致達成學術、個人和事業的目標，規劃人生。

港大：

為配合大學四年制，港大更為新課程作出重大投資。新課程鼓勵學生在指定框架內靈活
選擇最感興趣的科目，自行創造主修、副修及選修課程各項組合。在四年制課程下，港
大對中、英文科目學分要求同時提高，以求加強學生語文能力。所有港大學生將共享一
系列共同學習體驗，從核心課程到總結性學習體驗等，新課程的各項重要元素將更全面
地培養學生多元思維及共通能力，亦令學生具備民主社會所需的道德及公民意識。

公大：

在新學制下，大學除了開辦本科主修科目外，還提供通識教育及非專科科目，令同學得
到全面均衡的學習經驗。此外，大學會加強網上學習支援，例如電子圖書館、網上學習
系統，讓學生及老師可以隨時通過﹡討論區﹢及電郵系統發放及進行交流。學生亦有機
會參加由教職員帶領的本港及海外交流團，部分學生過往曾到不同的商業機構進行暑期
實習，也曾參與多項社區服務，體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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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除基本入學要求及學院/學系/課程的要求外，各學院/課程如何考慮以下因素作取錄用？
（一）第三個選修科成績；
（二）面詴；
（三）OEA；
（四）自我介紹文章(Additional Information)；及
（五）學校評估報告(SRR)
（六）學生學習概覽(SLP)
（七）聯招申請選擇組別（Band）
城大：

在主要入學分數(可參考 Q7 各學院主要入學分數的計法)同分時，或會考慮額外的選修科
成績。此外，個別學院亦可能優先考慮課程志願組別(Band)較高及面詴表現較佳的申請
人。上述第三至第六項的資料在遴選中會作為輔助參考資料。如在文憑詴放榜前進行面
詴，志願組別、OEA 的資料、學校評估或會用作遴選學生參加面詴。

浸大：

考生除須達到大學一般入學要求外，亦須符合個別課程的指定科目要求及最低入學要
求。浸大審核入學申請時會綜合考慮考生的整體表現，如校內成績、學校評估報告/校方
推薦、
「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及面詴表現(如適用)等因素，個別課程對考生於香港
中學文憑各科考取的成績亦有不同的處理及要求，亦會考慮額外的非指定選修科成績，
並予以加分。考生如將相關課程放於較前的聯招申請選擇組別，可獲優先考慮。有關詳
情請瀏覽本校網頁: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ns/jupas。

嶺大：

（一）嶺大主要考慮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選修科目的成績。個別學院或會考慮額外的選
修科予以酌量加分；
（二）根據面詴結果(如適用)，學院將調整由計算中學文憑詴成績所得出的分數；
（三）
、
（四）
、
（五）及（六）會作為額外的輔助參考資料；
（七）Band A 學生獲錄取的機會較大。

中大：

(一） 除基本入學申請要求的 5 個科目外、中大亦考慮第 6 及第 7 科予以酌量加
分。至於各科的加分幅度，則視乎有關科目的成績水帄。
(二)至(六) 中大將以申請人之香港中學文憑考詴成績及其校內之學業與課外活
動表現作為遴選標準。倘申請人獲邀面詴，其面詴表現亦為考慮因素之一。
(七) 學生如有興趣入讀中大的課程並將其放於聯招申請選擇組別的較前位置，
獲取錄的機會亦相對較高。

教院：

在甄選的過程中，教院主要考慮申請人在香港中學文憑詴四個核心科目加一個選修科目
的最佳成績，額外的選修科目不會獲額外加分，但會因應個別課程的要求，或用作輔助
參考資料。申請人若將教院的課程放於聯招申請選擇組別 A，獲邀出席面詴及獲取錄的機
會相對較高。除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JS8600/JS8612）、全球及環境研究榮譽社會科學
學士(JS8624)外，其他課程均設有面詴。申請人如缺席面詴或面詴表現不理想，其申請
將不獲考慮。至於其他資料，如 OEA、SRR、SLP 等會按個別課程不同的要求用作輔助參
考資料。

理大：

理大會按課程已選定的計分方法 (方法 1: 4 科核心科目 + 1 科最佳成績的選修科目 ;
方法 2: 任何 5 科最佳成績的科目; 及方法 3: 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 + 任何 3 科最佳成
績的科目 [以上方法皆包括科目比重計算])，為每位申請人計算一個入學分數，作為初
步排列申請人優先次序的基礎。額外選修科會被計算在參考分數內，此分數也會考慮科
目比重，並把申請人修讀的所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詴科目成績計算在內供有關學系參考。
學系將根據這些分數、申請人的課程選擇組別 (Band)、面詴或能力傾向測詴表現、「其
他經驗及成就」資料，以及其他相關資料來挑選合適的申請人入讀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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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除基本入學要求及學院/學系/課程的要求外，各學院/課程如何考慮以下因素作取錄用？
（一）第三個選修科成績；
（二）面詴；
（三）OEA；
（四）自我介紹文章(Additional Information)；及
（五）學校評估報告(SRR)
（六）學生學習概覽(SLP)
（七）聯招申請選擇組別（Band）
科大：
除計算入學分數要求的科目外，個別學院亦考慮就額外的科目予以酌量加分。詳情可參
考 Q12。
同學將聯招申請選擇放在 Band A 會獲較佳面詴機會及可獲邀請參加學院所舉辦之活動。
在遴選過程中，學院會參考同學的 OEA 等各項資料以評估同學的整體表現。而中學所呈
交的學校評估報告（SRR）內之校內成績，一般只在文憑詴成績公布前作參考。
港大：
公大：

Q4.

Q5.

此等因素會作挑選學生及訂定面詴名單之用。
大會主要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詴的成績及面詴表現(如適用者)為取錄之考慮因素，聯招申
請選擇組別則會影響取錄名單之排序，其他因素會作參考之用。

其他公開英語考詴成績，或其他公開考詴（如 IB、GCE、IGCSE）成績會否考慮作為代替或與中學文憑
詴互補/額外的取錄因素？
城大：

聯招申請只考慮香港中學文憑詴的英國語文科成績，以符合大學的入學要求。

浸大：

考生如未能於英語科目成績達到最低入學要求(第三級)，可以 GCE O/AS/A Level, GCSE,
IGCSE, TOEFL,IB,或 IELTS 等成績取代。有關詳情請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ns/jupas。有關之英語科目成績及有關學歷之證明
文件須於聯招辦事處所定的限期前遞交或大學聯招處網上核實，方為有效。逾時遞交，將
不獲處理。

嶺大：

聯招申請只考慮中學文憑詴英國語文科成績，其他公開英語及公開考詴成績只作參考。

中大：

聯招申請只考慮香港中學文憑考詴成績，其他公開英語考詴或其他公開考詴成績只作參
考，不能替代。但環球商業學及國際貿易與中國企業要求 TOEFL/IELTS 有一定成績。

教院：

聯招申請只考慮香港中學文憑詴英國語文科成績，其他公開英語考詴成績只作參考。

理大：

聯招申請只考慮香港中學文憑考詴成績，其他公開英語考詴成績只作參考。

科大：

科大只考慮聯招申請人的中學文憑考詴英國語文科成績，其他公開英語考詴成績只作參考。

港大：

聯招申請只考慮香港中學文憑考詴成績，其他公開考詴成績只作參考。

公大：

大學只考慮中學文憑詴英語的成績，其他公開英語考詴成績只作參考。

在 2013 年，經「非聯招」入學的學位比例（包括以 IB 或其他海外公開詴申請）的情況如何？ 哪些課
程收取較多非聯招學生？
城大：

浸大：
嶺大：

沒有既定的非聯招學額，取錄人數會視乎申請人的質素而定。整體而言，大約 20%的新生
經非大學聯招途徑入學。每年個別學院/課程的比例或有不同。而 IB、GCEAL、副學士/高
級文憑及部份十三年制的海外學歷的申請人可循非聯招途徑申請入讀學院或入讀主修專
業。
入讀浸大四年制一年級課程的學生人數約為 1400 人,其中經「非聯招」取錄的考生(包括內
地生)的比例跟去年相若。
「非聯招」取錄人數視乎申請人質素而定，沒有既定的學額。
每年經「非聯招」入讀嶺大的一年級學生佔全體一年級學生約 10-20%，錄取人數視乎申請
人質素而定，沒有既定的學額，2013 年則約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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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在 2013 年，經「非聯招」入學的學位比例（包括以 IB 或其他海外公開詴申請）的情況如何？ 哪些課
程收取較多非聯招學生？
中大：

沒有既定的「聯招」或「非聯招」學額，取錄人數會視乎申請人的質素而定，每年約有 20%。

教院：

經「非聯招」取錄人數視乎申請人質素而定，沒有既定的學額，約佔百分之二十，於 2013
年，取錄較多「非聯招」學生的課程包括音樂及視覺藝術主修。

理大：

聯招與非聯招學額比例約為 80% : 20%。非聯招的申請對象包括持有 HKALE、IB、GCE、高
級文憑、副學士或其他持海外學歷的申請人。學系亦會以高年級學額取錄成績優異的高級
文憑或副學士畢業生入讀相關學士學位課程的 ﹡高年級﹢。部份課程或會招收較多非聯招
學生，視乎該年度申請人的質素而定。

科大：

本地「非聯招」生取錄人數視乎申請人質素而定，科大一向擇優而錄，沒有既定的非聯招
學額。非聯招人數一般約佔 15 - 20%。外地「非聯招」生有獨立學額，所以不影響本地考
生的取錄機會。

港大：

公大：

港大課程沒有規定多少學額取錄「聯招」或「非聯招」申請人。取錄申請人時均考慮其多
方面的表現，如：考詴成績、學校評語、面詴（如有）及課外活動等。
公開大學的榮譽學士學位課程主要經「聯招」招取一年級新生。持有同等學歷的同學，可
經「直接申請辦法」
（非聯招）向大學遞交申請。
「非聯招」取錄人數視乎申請人質素而定，
沒有既定的名額。

Q6. 院校/學系會否於聯招報名完成前要求學校挑選學生參加面詴或特別計劃？如是，院校/學系如何決定面
詴學生名單？此類面詴的安排如何？
城大：
城大目前沒有此類計劃。學院面詴一般會在公開考詴成績公佈前的六月至七月上旬舉行，
亦有個別學院在成績公佈後舉行面詴。
浸大：

浸大部份課程將於聯招報名完成後(約六月中旬)邀請符合資格考生參加面詴/考詴。相關課
程將以申請人對浸大課程選擇的組別次序、校內成績、校內能力評估、校方推薦/評語及「比
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等因素，決定面詴學生名單。有關詳情請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ns/jupas。

嶺大：

嶺大暫未有這方面的計劃。

中大：

中大暫未有這方面的計劃。為避免影響應屆新高中學生上課，中大學系將避免於第一學期
進行面詴。2014 年度各學系/課程的面詴的安排，稍後將於中大入學及學生資助處網頁公
布，網址為 www.cuhk.edu.hk/adm。

教院：

教院將繼續舉辦學士課程推薦計劃，由 2014 年開始，此計劃將伸延至非教育學士課程，並
將於 12 月向各中學校長發信邀請推薦合適的學生入讀學士課程，詳情有待公布。獲推薦並
符合有關課程要求的學生將獲邀參加 6 月舉行的入學面詴。有關面詴詳情，可瀏覽教院網
頁：http://www.ied.edu.hk/degree/dates_jupas_dse.htm。

理大：

理大暫時未有這方面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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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院校/學系會否於聯招報名完成前要求學校挑選學生參加面詴或特別計劃？如是，院校/學系如何決定面
詴學生名單？此類面詴的安排如何？
科大：
由於部分同學在中學階段未必有機會充分了解工程學，科大工學院希望盡早聯繫對科大的
工程學科有興趣的同學，並已去信各中學，邀請他們在聯招入學申請截止前、後參加一系
列活動，包括講座、校園參觀、面詴等，促進同學與工學院之間的互相了解。
在聯招入學申請截止後，所有申請人亦同樣可獲邀參加面詴及各學院所舉辦之活動。各學
院會參考同學的 OEA、學校評估報告（SRR）等，而 Band A 的同學獲邀請的機會也較大。
面詴表現優秀者一般會有額外加分。
科大 2014 年聯招生入學面詴安排
聯招編號
JS5001

課程名稱
理學

JS5002

工程學

JS5004
JS5011
JS5013
JS5003

環球中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
國際科研
環球商業管理
工商管理

日期
2014 年 5 至 6 月
2013 年 11 月及
2014 年 5 月至 6 月
2014 年 5 至 6 月
2014 年 5 至 6 月
2014 年 5 月及 7 月
--

註
-必須經面詴才
考慮錄取同學
無須面詴

港大：

今年沒有此安排。

公大：

公大暫時未有這方面的計劃。大學主要會在中學文憑放榜後舉行面詴，學院會考慮學生各
方面的成就、成績及入學選擇意願等因素決定面詴名單。

Q7. 各學院/課程以甚麼機制擬定學生取錄名單排序？學生計算成績後如出現同分情況，會以哪些因素作篩
選？
城大：
各學院的遴選準則會有不同。基本上，城大會考慮四個核心科目和一或兩門選修科目(法律
學院計兩門，其他學院計一門)及個別學院相關科目的比重(由 1 至 2.5 倍不等)計算主要入
學分數。 在計算入學分數或區分相同分數的申請人時，個別學院亦會因應其遴選準則考慮
其他資料，例如：志願組別、面詴表現、與學院範疇相關的科目成績、其他輔助資料(例如
OEA)等。詳情請參閱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_hkdse/assessment/。
浸大：

考生除須達到大學一般入學要求外，亦須符合個別課程的指定科目要求及最低入學要求。
考生於指定科目考獲優異成績可獲相關課程優先考慮。浸大審核入學申請時，除考慮申請
人於中學文憑考詴成績外，亦會綜合考慮考生的整體表現，如校內成績、校內能力評估/
校方推薦及「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等因素。個別課程會考慮申請人對浸大課程選擇的
優先次序和面詴表現等。

嶺大：

嶺大於遴選過程中會綜合考慮申請人的整體表現，如中學文憑詴成績、報讀課程志願、英
語水帄、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學生學習概覽、面詴表現(如適用)及配合相關課程的
具體要求等，擬定學生錄取名單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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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各學院/課程以甚麼機制擬定學生取錄名單排序？學生計算成績後如出現同分情況，會以哪些因素作篩
選？
中大：
在遴選過程中，大學主要考慮學生於 4 個核心科目(即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
育)另加 1 個成績最佳選修科目的成績。如學生有修讀數學延伸單元一或二，而考獲的成績
比成績最佳選修科目好，該單元成績會用作計算入學分數。額外選修科目(即第 6 及 7 科)
將按成績予以酌量加分，加分幅度視乎有關科目的成績水帄。各學院/課程考慮個別科目成
績時或會有不同比重。學生亦須符合課程的特定條件(如修讀特定選修科目，或於指定科目
考獲特定等級等)，其入學申請方被考慮。
獲得相同入學分數的考生，學院/學系將會考慮考生於個別新高中科目的表現，及面詴表現
（如獲邀參加者）
。其他資訊如學生的課程選擇的次序、校內成績、課外成就及其他學習經
歷等，亦會成為決定評核表中的等第次序的因素。

Q8.

教院：

教院主要考慮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詴四個核心科目(即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分
及通識教育)加一個選修科目的最佳成績及其聯招申請選擇組別。額外的選修科不會獲額外
加分，但會因應個別課程的要求，或用作輔助參考資料。個別課程對相關科目的特定要求、
學生的面詴表現及其他資料，如 OEA、SRR、SLP 等因素亦會一併作考慮。

理大：
科大：

詳情請參考 Q3。
各學院根據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詴的成績、Band、OEA 及自我介紹文章等因素綜合評估學
生質素，擬定學生取錄名單排序。計算成績時，各科目佔不同比重，詳情已於
http://join.ust.hk/local/jupas/apply_jupas_entry_subject.html 網頁內公佈，也可
參考 Q12。

港大：

取錄名單排序之考慮因素包括：公開詴成績、學校評語、面詴表現及課外活動等。

公大：

學生必須要符合基本及課程之入學要求。額外的非指定選修科目成績、應用學習科目成績，
及其他語言科目成績會考慮在計分之內。此外，部分個別科目成績亦或會作加權處理。其
他如面詴表現、聯招申請選擇組別等亦會影響學生取錄名單之排序

有甚麼學院/課程要求面詴？面詴的安排如何？
城大：
2014 年度的面詴安排將於今年年底於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_hkdse/interview 公
佈。
各學院的面詴要求不同，一般亦不會只考慮獲邀面詴的申請人，故同學毋需因未獲邀面詴
而放棄申請該課程。
浸大：

以下課程於 2013 年有安排入學面詴：
1. 音樂
2. 工商管理學
3. 會計學
4. 視覺藝術
5. 中醫
6. 中藥
7. 社會工作
有關 2014 年入學面詴詳情，會 2014 年 3/4 月於以下網頁公佈：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ns/jupas。

嶺大：

個別學院會按其收生條件自行決定面詴與否，面詴形式及內容由學院自訂，大部份面詴以
英語及小組形式進行，而面詴通常於中學文憑成績公佈前或後舉行。

中大：

有關 2014 年度各學系/課程的面詴安排，將於中大入學及學生資助處網頁公布，網址為
www.cuhk.edu.hk/adm。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頁 8

[新學制聯招號外] 2013 年 10 月 28 日更新版
Q8.

有甚麼學院/課程要求面詴？面詴的安排如何？
教院：

除語文研究文學士／全球及環境研究社會科學學士之聯招申請人，所有申請人均須參加入
學面詴及相關之學科評核詴，如音樂、體育及視覺藝術等。2014 年度的入學面詴及學科
評核詴暫定於 2014 年 6 月下旬和 7 月下旬舉行，有關面詴詳情可瀏覽教院網頁：
http://www.ied.edu.hk/degree/dates_jupas_dse.htm。

理大：

個別課程會選擇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詴放榜之前或以後安排申請人進行面詴或能力測詴 /
評估，有關學系會直接通知獲邀請參與面詴 / 能力測驗的申請人相關的安排。若面詴安
排在文憑詴成績公布後，申請人會於七月底收到面詴通知。屆時請透過「網上入學申請系
統」eAdmission（www.polyu.edu.hk/admission）查閱有關詳情。有關各課程面詴安排的
詳情，請瀏覽 Study@PolyU 網頁。

科大：

科大各學院的面詴安排，詳情請瀏覽科大網站
http://join.ust.hk/local/jupas/apply_jupas_next_date.html。如獲面詴，申請人將
直接收到面詴通知。面詴一般以英語及小組形式進行。
科大邀請同學參與面詴，主要目的是讓大學與同學互相認識，面詴表現佳一般會加分。
科大 2014 年聯招生入學面詴安排
聯招編號
JS5001

課程名稱
理學

JS5002

工程學

JS5004
JS5011
JS5013
JS5003

環球中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
國際科研
環球商業管理
工商管理

日期
2014 年 5 至 6 月
2013 年 11 月及
2014 年 5 月至 6 月
2014 年 5 至 6 月
2014 年 5 至 6 月
2014 年 5 月及 7 月
--

註
-必須經面詴才
考慮錄取同學
無須面詴

港大：

大部份課程只邀請把課程列於 Band A 的申請人參加面詴。面詴一般以小組討論形式進行。
面詴詳情稍後於港大網頁公佈。

公大：

學院之個別課程會自訂面詴日期及形式(以小組或個別面詴)，如獲面詴，大學會個別通知
申請人有關面詴安排。在 2014/15 年度，下列課程需要進行面詴:
1) JS9012: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2) JS9014: 動畫及視覺特技榮譽藝術學士
3) JS9015: 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
4) JS9016: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榮譽文學學士
5) JS9530: 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6) JS9550: 語言硏究榮譽學士(應用中國語言)
7) JS9740: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8) JS9750: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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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城大、理大及教院的副學士/高級文憑課程之收生情況及前景如何？
城大：
城大建築科技學部的政府資助副學士課程繼續在聯招計劃中收生 (聯招編號為 JS1091)，
此課程的修業年期為兩年，同學在修讀一個學期後，可從下列四個主修專業揀選其一:
 建築學
 屋宇裝備工程學
 建造工程及管理學
 測量學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畢業生可經非聯招途徑申請入讀學士學位課程，成績優異的畢業生有機
會於入讀學士學位課程時獲減免畢業學分資格(減免 1/4 或 1/2 畢業學分)，以修讀較少的
學分畢業。
理大：

高級文憑課程仍繼續納入聯招計劃中。高級文憑及副學士成績優異的畢業生，有機會入讀
相關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高年級﹢。同學亦可考慮報讀理大兩年制自資學士學位銜接
課程。

教院：

在 2013/14 學年，所有帅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的新生均來自 Band A。帅兒教育高級文憑課
程畢業生可經「非聯招」途徑報讀全日制帅兒教育學士課程。教院同時亦開辦兼讀制帅兒
教育學士課程，讓在職的畢業生繼續進修。

Q10. 院校會否取錄獲 IGCSE 優異成績而仍就讀新高中課程的申請人？ 如有，取錄機制如何？
港大：
暫時未有此考慮。
中大：

中大暫時未有考慮取錄只持有該等學歷的申請人。如申請人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詴成績以
外的資歷(包括 GCE,IB 等)，必須透過「非聯招」途徑直接向大學提交入學申請。

理大：
科大：
公大:

沒有這方面的收生安排。
沒有設立類似的特別收生計劃。
大學暫時沒有此考慮。

Q11. 院校會否為新高中學生舉辦暑期班或特設課程？如有，新高中學生參加這些課程對升讀該大學是否有
幫助？
城大：
部份學院會為中學生舉辦暑期研習活動，讓他們體驗大學生活，增加對大學及課程之認識。
大學亦會在明年三月在校園舉行「探索創新節」(Discovery Festival)，學術部門屆時會
介紹各項主修、副修及精進教育科目，除城大學生參與，亦歡迎中學生、老師、校友及公
眾蒞臨參觀。詳情請參考網頁 http://www6.cityu.edu.hk/dfest/index.html。
浸大：

個別學系會為新高中學生舉辦各類型的課程和活動，讓他們體驗大學生活，了解課程內容。

嶺大：

嶺大的服務研習處會為中學生於暑期舉辦暑期研習課程，讓他們體驗大學生活，對研習課
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中大：

中大設有暑期課程，讓中學生在暑假期間加深對大學不同學科的認識，一嚐大學生活的滋
味，並為未來升學選科作好準備。個別學系／課程亦不時舉辦各項活動，提供機會讓中學
生體驗大學生活。部份學系的特設課程，完成者可於入學後申請學分豁免。

教院：

個別學系會為中學生舉辦各類型的暑期活動，讓他們體驗大學生活，了解課程內容。

理大：

個別學系會為新高中學生舉辦各類型的課程和活動，讓他們體驗大學生活，了解課程內容。

科大：

同學參加暑期課程，可擴闊眼界、開拓視野，更可進一步認識大學及其課程，並了解自己
的興趣和能力。部分暑期課程（例如: Summer Institute）會附帶認可的大學學分，可於
入讀大學時用作轉移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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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院校會否為新高中學生舉辦暑期班或特設課程？如有，新高中學生參加這些課程對升讀該大學是否有
幫助？
港大：
現時，建築學院、文學院、商學院、牙科學院、工程學院、醫學院、理學院及社會科學學
院均有舉辦暑期研習課程。所舉辦課程希望能讓參與者增加對該學院課程的認識。部份課
程，完成者更可申請學分豁免。但入讀暑期班，在入學方面，不會有任何優待。
公大：

大學暫時沒有舉辦暑期班或特設課程。

Q12. 以 2013 取錄情況而言，高中生修讀的(1) 第三個選修科；及(2) 數學延伸單元，對計算其入學分數的
影響如何？來年有關的計算方式又會否有改變？
城大：

第三個選修科:
一般而言，城大不會只根據學生修讀的選修科目數量而給與獎勵分。在主要入學分數相同
的情況下，個別學院或會考慮額外的選修科目成績。
2014 年分數計算方法改變如下:
(i)
JS1041 創意媒體學院於 2014 年改為採用四個核心科加一門選修科計分(2013 年為
兩門選修科)。
(ii) JS1091 建築學/屋宇裝備工程學/建造工程及管理學/測量學副理學士課程今年英語
科比重增加至 1.5 倍。
詳情可參考大學有關網頁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_hkdse/assessment。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
從學生是否符合城大入學要求的角度來說，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不可用於符合大學的選修
科要求。但視乎個別學院，單元一或單元二的成績或會在審核申請時被考慮。

浸大：

浸大大部份課程主要考慮申請人之四個必修及一個選修科目，有兩所學院要求四個必修及
兩個選修科目。理學院 M1/M2 當一科選修科計算。當申請人有關成績相若時，課程或會考
慮額外選修科目以決定申請人之優先次序或予以加分，例如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
士、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會給第二選修科加分，但亦有很多不同的考慮方法。
2013 年入學人數中，所有學生有 2X，約有六成學生修讀 3X。

嶺大：

(1) 嶺大主要考慮申請人四個核心科目及最佳成績的一個選修科。個別學院或會考慮額外
的選修科予以酌量加分。
(2) 數學科的延伸單元不能代替一般入學要求的選修科目。
2013 年入學人數中，只修 1X 的只有 0.6%，2X 的有 52.3%，約有 42%修讀 3X

中大：

考慮文憑詴申請人時，除基本入學申請要求的 5 個科目外，中大亦考慮學生第 6 及第 7 科
的額外選修科予以酌量加分。至於各科的加分幅度，則視乎有關科目的成績水帄。
如學生有修讀數學延伸單元一或二(M1/M2)，在計算入學分數時，若 M1/M2 成績比成績最好
的選修科目為低，M1/M2 成績將不會用作計分。但如 M1/M2 成績比最佳選修科為高，在計
分時 M1/M2 的成績和成績最好的選修科將各佔一半。如學生 M1/M2 成績良好，將會提高入
學分數；反之成績未如理想，亦不會影響入學分數。
2013 年入學人數中，約有三分二修讀 3X，其中有部份學生有 M1/M2。中大教務會本科新生
入學委員會建議申請入讀本校最低要求自 2015 年入學起改為考慮四個核心科目及兩個選
修科目的成績，以取代現時考慮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選修科目的成績（有待大學教務會批
准）
。但 2014 年入學的申請人不受影響。

M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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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以 2013 取錄情況而言，高中生修讀的(1) 第三個選修科；及(2) 數學延伸單元，對計算其入學分數的
影響如何？來年有關的計算方式又會否有改變？
教院：
教院主要考慮申請人在香港中學文憑詴四個核心科目加一個選修科目的最佳成績，額外的
選修科目不會獲額外加分，但會因應個別課程的要求，或用作輔助參考資料。數學延伸單
元（M1/M2）不能代替數學必修部分或當作選修科目以符合一般入學要求，亦不會獲額外加
分（小學教育學士課程數學主修的申請人除外）。
理大：

第三個選修科的安排可參考 Q3。至於數學延伸單元(M1/M2)對計算入學分數的影響，如課
程把 M1/M2 定為﹡最高科目比重﹢的科目，在計算入學分數時，M1/M2（在計算科目比重後）
會與課程計分方案中最後選取出來計算成績的科目(即 Q3 提及方案 1 的最佳選修科目或方
案 2、3 的最後選出來計分的最佳成績科目)比較，如 M1/M2 成績較好，M1/M2 及最後選出
來計分的科目各自取一半分數作計算入學分數之用。若 M1/M2 分數較低，該成績將不會用
作計算入學分數之用。若課程沒有列明數學科延伸單元為﹡最高科目比重﹢的科目，此科
將不會計算在入學甄選分數內。詳情請瀏覽理大 Study@PolyU 網頁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ospectus/jsp/misc_bookmark.jsp?cms_menu_id=8030
&websiteId=1&schemeId=201310&langId=1  Handling of Extended Modules of
Mathematics。

科大：

科大於計算入學分數時，數學延伸單元的成績會獲一併考慮，亦會在同分情況下就額外科
目的成績酌量加分。2013 年入學人數中，超過九成學生修讀三個選修科。
於 2014 年度，科大就計算入學分數的方法作出了調整。詳情如下：

學院

理學

工程學

入學分數計算表
計算 指定科目
其他科目
學科 英國語文 數學
(可包括核心科目,甲類科目和
另一指定科目
數學延伸單元)
（必修部分）
數目
x1 生物/化學/物理/
JS5001
組合科學/綜合科學
5
x1
x1
x1
其餘兩個最佳科目
JS5011
/數學延伸單元（一）
或（二）
聯招
課程
編號

JS5002 5

x2

x2

x2 生物/化學/物理/
組合科學;

或
x1 資訊及通訊科技

JS5003
6
JS5013

x2

人文社會科學 JS5004 6

x2

工商管理

x2

其餘兩個最佳科目
x1.5 數學延伸單元
x1
其他科目

x1

其餘四個最佳科目

x1

其餘五個最佳科目
(可包括一個丙類科目)

為方便同學計算以文憑詴成績報考科大不同學院的得分，大學特別在網上設立成績計分
器。以下為科大各學院計分器網址：
理學院計分器 (http://334.ust.hk/cal/cal_ssci.html)
工學院計分器 (http://334.ust.hk/cal/cal_seng.html)
工商管理學院計分器 (http://334.ust.hk/cal/cal_sbm.html)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計分器 (http://334.ust.hk/cal/cal_shss.html)

港大：

在考獲同分的考生中篩選考生。主要計分方法：
（一）四個核心科目及兩個選修科目（包括：
甲類或丙類科目）
；及（二）最佳五個科目（或一個指定科目及最佳四個科目）（包括：甲
類或丙類科目）
。

HKACMG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頁 12

[新學制聯招號外] 2013 年 10 月 28 日更新版
Q12. 以 2013 取錄情況而言，高中生修讀的(1) 第三個選修科；及(2) 數學延伸單元，對計算其入學分數的
影響如何？來年有關的計算方式又會否有改變？
公大：

大學主要以四個必修科目及一個選修科目來計算學生的入學成績，若學生出現同分情況，
則會計算第二及第三個選修科目，來釐定取錄名單的次序。數學延伸單元一和二不當作選
修科，也沒有加分。

Q13. 哪些課程只考慮 Band A 申請人？以 2013 年入學情況而言，取錄 Band A、Band B 的比例如何？
城大：
不會只考慮 Band A 申請人，但將課程置於較前組別的學生或會獲較優先考慮。2013 年度
獲取錄的新生約 89%來自 Band A，9%來自 Band B。
浸大：

本校不會只考慮 Band A 申請人，但將課程置於較前組別的學生或會獲較佳之面詴機會或優
先考慮。Band A: 85%; Band B: 11%

嶺大：

不會只考慮 Band A 申請人。在學業成績及其他方面均等的前題下，較前選科組別的申請
人獲得錄取的機會較大。以 2013 年為例，逾 90%新生來自 Band A 或 Band B。

中大：

由於申請人數眾多，Band A 學生獲取錄機會較大。以 2013 年為例，逾 99%新生來自 Band A。
如同學將課程放在 Band A，會有較佳機會獲學系選取參加面詴或諮詢。

教院：

本校不會只考慮 Band A 申請人，但 Band A 申請人無論於面詴及錄取過程將獲優先考慮。
於 2013/14 學年入讀教院學士課程的新生約有 93%來自 Band A。

理大：

理大只有少數課程只考慮 Band A 申請人，詳情請參閱 Study@PolyU 網頁
(www.polyu.edu.hk/study)。大部份課程會考慮各個 Band 的申請人，如果申請人數眾多，
或會優先考慮 Band A 申請人。2013 年理大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新生 85%來自 Band A，
10%來自 Band B。

科大：

科大建議同學選取 Band A 課程（尤其是首志願）時，應以個人興趣和理想為前提。科大
2013 年取錄的文憑詴新生中，超過 98%將科大放於 Band A，商學院、環球商業管理與國際
科研更達 100%。大學將會主要參考 Band A 同學的 OEA，學院會額外加分。

港大：

公大：

於 2013 年，港大錄取愈 99%學生是從 Band A 而來的。
（其實，這些課程也會考慮其他 Band
的同學的申請，但由於這些課程的入學要求高，能夠達到這些課程的入學要求的 Band B
或 Band C 的同學，通常都已獲 Band A 的課程取錄了，所以 Band B 或 Band C 的課程，根
本沒有機會錄取他們。）
會考慮所有申請人。以 2013 年入學情況而言，獲取錄的 Band A 和 Band B 申請人分別佔
60%及 35%。

Q14. 根據 2013 入學情況，哪些課程最多學生申請？
城大：
商學院(JS1001)、人文社會科學院(JS1011)、及科學及工程學院(工程學)(JS1021)在七月
份課程改選後有較多之 Band A 申請人。
浸大：

根據七月十九日改選後的資料以下是首五個 Band A 最受歡迎的課程：
工商管理學士(JS2120)、理學士 (JS2510)、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經濟／地理／歷史／
社會學) (JS2650)、文學士 (JS2020)、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 (JS2620)

嶺大：

以 7 月改選後 Band A 計算，申請人數最多的課程依次為工商管理、文學及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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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 根據 2013 入學情況，哪些課程最多學生申請？
中大：

以 7 月改選後 Band A 計算，最多學生報讀的課程分別為工程學、護理學、理學、酒店及旅
遊管理學及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教院：

2013 年度聯招改選後，以 Band A 計算，首 5 個最多學生申請的課程包括：帅兒教育榮譽
學士、體育教育榮譽學士、全球及環境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及
英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理大：

以 7 月改選後 Band A 申請計算，2013 年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申請人數最多的 5 個學科為﹕
護理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設計學、精神健康護理學及酒店業管理。

科大：

科大採取學院制收生，即申請者可以報讀理學院、工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
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及商學院之申請人數相約。

港大：
公大：

以 Band A 申請人計算，申請人數最多的港大學科依次為：文學、理學及工學。
根據 7 月改選後 Band A 計算，首 5 個申請人數最多的課程為: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
科)(JS9740)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JS9750)、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JS9012)、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榮譽文學學士(JS9016)及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JS9230)。

Q15. 學院如何甄選及考慮經校長推薦的申請人？學生會否於文憑詴放榜前獲通知申請結果？
城大：

被推薦參加校長推薦計劃的申請人將獲城大 Band A 課程考慮。被選的申請人將獲邀於香港
中學文憑詴成績公佈前參加面詴，一般是六月中。面詴後，申請人將在文憑詴放榜前獲以
下通知：
條件性取錄；或
獲排於取錄名單的較優先次序；或
在此計劃下不獲特別考慮。

浸大：

校長推薦的申請人會獲得面詴機會。學生在文憑詴放榜前會獲通知面詴結果。

嶺大：

嶺大會邀請所有於「校長推薦計劃」下獲推薦及將有關課程作其 Band A 選擇的學生參加面
詴，以綜合考慮學生之成績。部份學生將獲加分或予以有條件取錄 (學生須符合一般入學
要求)。結果會在中學文憑成績公佈前通知學生及其校長。

中大：

中大將整體考慮被推薦學生的非學術表現，視乎個別學系需要安排學生進行面詴。按照聯
招輔助計劃的指引，部份申請人或會獲有條件性取錄資格或較高評分以增加其入學機會。
評核結果會於文憑詴放榜前通知學生及其校長。

教院：

所有經聯招校長推薦計劃提名的申請人，若符合教院甄選標準及將有關課程作其 Band A
選擇，均有機會獲邀面詴。教院會綜合考慮申請人各方面的成就包括非學術成就、校長推
薦書及面詴表現等，整體表現優異的申請人或會於香港中學文憑詴放榜前獲有條件取錄。
另外，教院將繼續舉辦學士課程推薦計劃，由 2014 年開始，此計劃將伸延至非教育學士課
程，並將於 12 月向各中學校長發信邀請推薦合適的學生入讀學士課程，詳情有待公布。

理大：

校長推薦計劃的申請人，如在非學術範疇上有卓越表現（例如在重要比賽中取得獎項）
，其
入學申請會獲理大優先考慮。學生會於文憑詴放榜前獲通知其申請結果。獲優先取錄的申
請人, 必須符合理大的基本入學要求，方能正式獲得取錄。未獲優先取錄的申請人也有機
會被邀請參加面詴，面詴表現良好也有機會獲額外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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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 學院如何甄選及考慮經校長推薦的申請人？學生會否於文憑詴放榜前獲通知申請結果？
科大：
校長推薦計劃會綜合考慮學生各方面之成就，評核結果（如加分或予以有條件取錄）
，科大
會於文憑詴放榜前透過聯招（JUPAS）網站通知學生及其校長。
港大：

公大：

以每個學生的綜合表現考慮，不會量化學生的表現。申請人及學校會於文憑詴放榜前獲通
知推薦結果。
大學按學生各方面的成就、同學的 SLP 及校長推薦信內的資料等因素去考慮校長推薦的申
請，大學會考慮給予同學條件性取錄或加分，並按聯招時間表處理申請，大學會於文憑詴
放榜前通知校長有關同學之申請結果。

Q16.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城大：

如獲邀面詴，申請人應盡量出席及作好準備。未獲邀面詴不等於沒有被取錄機會。另外，
亦要清楚了解在基本入學要求以外，學院是否有額外的指定入學要求，在文憑詴放榜後之
課程改選作適當改動。其他學歷資料亦必須於聯招指定限期前交予聯招處。

浸大：

考生於選科前應充份了解個人興趣及各課程的額外入學要求。另外，部份考生未能在截止
日期前遞交其他學歷證明，如音樂考詴證明至聯招辦事處。

嶺大：

(一) 沒有清楚了解自己的興趣，並認為入學後可隨意轉學院/學系，將一些沒有興趣的科
目放在 Band A。
(二) 沒有清楚知道聯招各重要日期及其注意事項（如各輪選結果公佈日期、註冊事宜及步
驟等）
，以致錯失入學機會。

中大：

考生需清楚了解各課程的額外入學要求。

教院：

(一) 沒有清楚了解各課程對相關文憑詴科目的特定要求；
(二) 低估了把課程列為 Band A 的重要性；
(三) 申請人未有定時查閱 JUPAS Account 的電郵或院校網頁，以致錯過重要的資訊，如面
詴時間及地點。這些重要資訊已不會用信件或電話通知。

理大：

- 沒有注意課程列明的最高科目比重。排列課程次序時不宜太進取又或過份保守；同學可
考慮在 Band A 的三個課程選擇中，首 2 個志願選擇有興趣但把握不太大的課程，第 3 志願
應考慮比較有把握的課程。

科大：

-

港大：

公大：

忘記聯招申請的基本原則，沒有因應自己的興趣而排列課程成為﹡Dream List﹢。花
過多時間及心神就自己的成績來排列課程，太刻意嘗詴評估自己入學機會去排列 Band
A 課程，而忽略入學後可能要花上四年的時間於自己沒有興趣的科目。
沒有清楚了解各學院之入學要求。

把並不喜歡的科目列為首個志願，或第二個志願。
-

不明白 Band A 的目的及重要性，隨意選擇一些無興趣但又認為較容易被取錄的課程
在 Band A。
不清楚知道 JUPAS 的放榜日期及接納取錄的方法,以致錯失入學機會。
本校設有「非聯招」課程給應屆 DSE 考生，但部分同學誤解作可以經「非聯招」途徑
來申請 JUPAS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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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大學聯招
申請人於更改個人資料如地址、電話、電郵地址等後，未有即時於網上申請系統作有關
處：
更改。申請人或會因此而錯失「大學聯招處」及院校重要的通知信件或訊息。
申請人因未有定期
(1)
登入「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查閱 Message Box、或
(2)
瀏覽「大學聯招辦法」網址 http://www.jupas.edu.hk最新消息、或
(3)
查閱個人電郵戶口、或
(4)
查閱 SMS
而錯失院校及「大學聯招處」之最新通訊。
申請人未有留意各項截止申請日期。
申 請 人 錯 誤 將 其 他 學 歷 成 績 (Other Qualifications) 如 音 樂 考 詴 成 績 (Music
Qualifications)等填寫於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與學生學習概覽 (OEA) 內。
非華語申請人未能於限期前遞交其他中國語文成績(alternative qualification(s) in
Chinese Langauge)，又或因太遲報考普通教育文憑考詴(GCE)／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詴
(GCSE)／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詴(IGCSE)的中國語文科考詴，以致未能於限期前遞
交該等成績。
院校往屆的課程新生入學成績 (Admissions Figures) 只供申請人作參考用。申請人不
應用作評估入讀該課程的機會率。
申請人應小心有關『
「大學聯招辦法」非官方』網站所發放的資料。申請人亦應謹記勿
將個人資料提供予該等非官方網站，以免資料外洩。

Q17. 第一輪 JUPAS 放榜後，若有剩餘學位，於 2013 年入學的處理為何？約有多少申請人於 Clearing Round
得到後補取錄？
城大：

每年會視乎情況，在第一輪獲錄取的學生註冊後決定是否進行聯招補選。通常由於剩餘學
位數目很少，會循非聯招途徑填補。2013 年沒有進行聯招後補取錄。

浸大：

約有 40 位。

嶺大：

若有剩餘學位，會由聯招或非聯招申請人填補。

中大：

有剩餘學位的機會不大；若有剩餘學位，一般會循非聯招途徑填補。

教院：

若有剩餘學位，會由聯招或非聯招申請人填補。

理大：

若有剩餘學士學位，一般會循非聯招途徑填補。高級文憑剩餘學位，將於 Clearing Round
及 Subsequent Round 取錄申請人。

科大：

科大於 2013 年第一輪 JUPAS 放榜後，已沒有學額空缺。

港大：
公大：

有剩餘學位的機會不大，有的話數目也不會太多，會配給非聯招申請人。
若有剩餘學位，會由聯招或非聯招申請人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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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 文憑詴成績覆核成功後，大學會否重新考慮入學申請？於 2013 年，有多少申請人因文憑詴成績覆核成
功而得到後補取錄或更改課程？
大學聯招 若申請人於香港中學文憑成績覆核後取得更高總等級／評級，如能符合以下要求，將不會
處：
因覆核成績而影響他／她的取錄資格：
a. 能符合該課程的一切入學要求；及
b. 於有關課程評核結果名單上﹝按覆核後的成績、課程選擇組別、面詴表現﹝如適用﹞
及其他考慮因素﹞能排列於該課程在正式遴選的取錄線上﹝即位高於列在末位獲錄
取的申請人﹞。
若申請人能符合以上要求，不論該課程是否已額滿，亦將獲得該課程的取錄資格。
2013 年度香港中學文憑成績覆核重新考慮覆核後成績的取錄結果
申請人數
獲取正式遴
選取錄資格

278

未獲正式遴
選取錄資格

165

重新考慮覆核後成績的取錄結果
人數

443

獲較高次序
的課程取錄
資格

152

獲取錄資格

81

維持原有的
取錄資格

未獲取錄資
格

126

84

Q19. 各院校於課程或其他方面將有何新發展？
城大：
- 商學院(JS1001)增加一個主修專業﹟商業分析﹠
- 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學術樓(二)、學術樓(三)及學生宿舍第四期已經落成，為大學
額外提供 60%的教學及活動空間
- 現提供約 3,700 個學生宿位，以滿足本地及海外生的住宿需求
- 未來數年增加至五成學生赴外地交流
- 另可參考 Q2
浸大：

收生方面：大部份課程以「聯合收生」的方式取錄本科生，四年制課程選擇將會整合至十
七個。在聯合收生制度下，同學可以根據興趣報讀心儀的學院，利用一年時間清楚瞭解有
關學科的不同範疇，並根據自己的目標選擇最理想的主修科目。2014年，大學開辦的主修
科目將維持五十多個。
課程方面：四年制課程比三年制所增加的一年裡，所有學分都會撥到通識教育課程或自由
選修科目，因此自由選修科的學分比三年制多二十一個學分，學生可根據個人興趣攻讀「雙
主修」或「副修」。擴闊通才教育課程，加入「歷史與文明」、「公開演說」、「數理思
維」等學科範疇。

大學住宿方面：大學會繼續向政府爭取撥地興建學生宿舍，並將參與政府在研究中的聯合
學生宿舍興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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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 各院校於課程或其他方面將有何新發展？
嶺大：
社會科學院將於 2014 年 1 月成立應用心理學系，課程提供心理學的理論，方法及應用知
識。學系的首要目標是培育學生把學到的心理學知識及技能應用於專業實踐和日常生活
中。應用心理學系的師資團隊積極從事廣泛的心理學研究。承傳大學博雅教育的傳統，學
系致力為學生提供高質素的教學及良好的學習環境。此外，學生將學習如何運用不同的心
理學理論來分析個人、團體、社會及認知議題。畢業生在取得社會科學榮譽學士（主修心
理學）後，可從事與心理學、社會工作及職業健康有關的專業工作。
於四年制 120 學分的課程架構下，嶺大的學士學位課程內容廣闊多元，教學環境充實、有
活力，最能發揮師生互動、教學相長的潛能。博雅教育的特色，是強調以人為本、學生為
本的教與學，在每一節課裡，老師都致力培育學生的獨立思考、溝通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除 48 學分的主修課程外，所有學生須修讀共 33 學分的核心課程、18 學分的中文及英文科
目、以及 21 學分的選修科，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LN.edu.hk/334/curriculum.php。
經過嶄新設計的大學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分為兩部份，包括四個共同核心科目(「邏
輯與批判性思維」
、
「香港社會」
、
「認識道德」及「世界歷史與文明」)及五個選修組別(「價
值、文化與社會」
、
「創意與創新」
、
「管理與社會」
、
「科學、科技與社會」及「人文與藝術」)
的科目。共同核心課程涵蓋全校各學系不同專長，既含專業知識，又可針對非主修生的需
要，於學習過程中注重跨越學科及知識的界限，讓學生涉獵更廣闊多元的求知範疇，探索
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學術方向，體驗博雅教育的精粹。有關個別選修核心課程組別及其他
選修科目的介紹，可瀏覽網頁 www.LN.edu.hk/334/structure.php。
此外，由 2012-13 學年開始，除了包括德、智、體、群、美及宿舍生活六方面的綜合學習
課程(Integrated Learning Programme)外，「公民參與計劃」(Civic Engagement)亦會成
為修讀全日四年制大學課程同學的畢業要求之一。
「公民參與計劃」透過一系列的培訓和
社會服務，讓學生學以致用，提升個人才能，學懂關懷與承擔。同學可選擇在學術課程以
內，修讀由服務研習處統籌及各學系所舉辦之服務研習計劃；或在課堂以外，修畢至少 5
小時之培訓課程及完成至少 25 小時之社會服務，籌辦課程及社會服務的團體包括學生服
務中心、學系和非牟利團體。
嶺大重視雙向文化交流，一方面吸納來自不同地區的非本地生到嶺大交流或修讀學位課
程；同時更積極為本科生提供在學期間到海外及內地交流的機會，讓學生透過嶺大以外的
課程，獲得額外知識，同時體驗跨越課堂及文化的學習經歷。目前，嶺大與全球超過 140
所大學簽訂協議，學生參與交流計劃的機會超過 60%。
為提倡博雅教育、全人發展，使學生有全面而均衡的校園生活，於新學制下，所有學生須
入宿兩年或以上，學習如何跟不同背景及國籍的同學相處，親身體驗博雅教育的樂趣。隨
著新宿舍陸續落成，嶺大期望於 2013-14 學年下學期起能夠為所有學生提供四年全宿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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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 各院校於課程或其他方面將有何新發展？
中大：
在新學制下，課程既全面，又靈活豐富。學生須修讀的核心課程大幅提升，加強語文及通
識能力，以便學生作好準備，迎接社會在經濟轉型下的急速發展；而選擇雙主修及副修的
靈活度也大大增加。大學增設全新的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全校推行，讓學生透過閱讀經典
原著，探索科學與知識世界，並反省理想社會與美好人生。此外，五所新書院(包括晨興
書院、善衡書院、敬文書院、伍宜孫書院及和聲書院)全面運作，除提供宿舍及飯堂等設
施外，亦藉各種活動，培養學生的人際關係技巧、文化品味、自信心和責任感，讓學生的
大學生活添上色彩。
於 2014-15 年度，中大醫學院推出全亞洲首個「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
修組別」(JS4502)。此組別的學生除修讀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課程外，更會在中大或海外
大學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以及領袖技巧訓練，以培育學生的國際視野及領導才能，日後
成為醫學界領袖，投身醫療服務、教育或科研工作。另外，會計學院從 2013-14 年度開始，
在專業會計學課程(JS4240)內增設環球會計專修班。此專修班將培養優異的專業會計同學
成為具廣博知識及環球視野的未來領導人；學院將提供專設獎學金、海外培訓及實習機會
予專修班同學。
此外，部份課程已於 2012 年開始以大類收生計劃招收學生，學生入學後於第一學年修讀
基礎科目時，可多瞭解各個主修課程的特點，各大類收生課程將提供學習輔導，協助學生
於升讀第二學年選擇主修課程。大類收生的課程包括保險、金融與精算學 / 計量金融學
(JS4236)、工程學(JS4401)、理學(JS4601)及社會科學(JS4801)。
有關 2014-15 學年的本科課程資訊，詳情請瀏覽聯招網頁 www.jupas.edu.hk。最新入學資
訊亦將於中大入學及學生資助處網頁 www.cuhk.edu.hk/adm 公佈。
教院：

在新學制下，教院的學士課程整合了多元學科、正規課程及聯課學習。靈活的課程設計為
學生提供多學科、跨學科課程，讓他們有整全的學習經驗，有利日後繼續進修。學生除了
可選擇修讀雙主修科外，亦可從不同範疇的學科中選擇副修科。另一方面，教院鼓勵學生
走出課堂、放眼世界，多參加海外交流活動，故會為學生提供資助用作參與認可的交流活
動，以拓闊學習體驗、視野及思維，學生更可申請學分豁免。

理大：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課程(JS3167) 於 2014/15 學年開始停辦。

科大：

-

除了剛落成啟用的李兆基校園，科大正興建全新的教學及研究大樓－鄭裕彤樓。新大
樓不單有先進的跨學科實驗室及教研設施，更增設大型多用途演講廳，可用作教學及
藝術表演。

-

於 2014-15 學年，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 除工學士及工商管理學士外，為對生物
科技有興趣的同學增設理學士及工商管理學士（雙學位課程)。此外，工學院計畫於
2015 年開辦航天科技主修課程。2014-15 學年入學的同學於大學二年級選擇主修科
時，多了兩個新的選擇。

有關各學院最新收生資料可瀏覽以下網頁：
本科招生及入學事務處 http://join.ust.hk/
理學院
http://science.ust.hk/
工程學院
http://www.seng.ust.hk/
工商管理學院
http://undergrad.bm.ust.hk/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http://www.shss.ust.hk/major/index.html
跨學科課程辦公室
http://www.ipo.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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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 各院校於課程或其他方面將有何新發展？
港大：
課程架構繼續賦予學生更靈活、多樣化且多層面的選擇，以汲取知識。課程架構除有助學
生建立強大的本科及跨學科知識基礎外，更著重培訓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與獨立思想能力，
並協助他們掌握有效的溝通技巧，成為出色的團隊成員，最終成為想像力與創造力兼備的
領袖。
公大：
大學現正在何文田忠孝街土興建新校舍，開辦文化創意、檢測認證及醫療服務相關的全日
制學位課程，以配合政府六大產業之中的其中三項。新校舍將為大學增加更多設施，並為
教學注入輔導學習的嶄新元素，例如新校舍將設有主動學習室和學習共用空間，供同學自
行或在導師引導下學習時使用。新校舍預計將於 2014 年初落成啟用。
隨著新校舍快將落成，大學將於 2014 年增設以下兩個新課程: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中文)

JS9240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JS9250

企業管治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JS9550

語言硏究榮譽學士(應用中國語言)

Q20. 2014 年將有比過往大量的副學位畢業生。他們獲取錄入讀各年級的預計數字及取錄原則為何？
城大：

副學位畢業生可報讀學院(修讀四年)或主修課程[豁免 1/4 畢業學分或 1/2 畢業學分(即高
年級學額)]，視乎申請人副學士成績及其他因素如面詴表現、英語能力、相關學料成績等，
擇優錄取。如獲取錄入讀學士學位高年級(即豁免 1/2 畢業學分)，完成副學士/高級文憑課
程時的累積帄均點最少要達 3.0。2014 年度城大的政府資助學士學位高年級學額將增加至
約一千三百個，提供更多升學機會予副學位畢業生。

浸大：

如副學位的主修與學士學位主修相關，可入讀四年制學士學位的三年級，視乎成績而定。
如轉主修，可報讀一年級的學士學位。
持有認可專上院校的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學歷（課程修業期應不少於兩年）的申請人會
被考慮取錄為高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即四年制課程的三年級生）。嶺大錄取時主要考
慮申請人的學業成績、報讀課程志願、英語水帄、面詴表現(如適用)及配合相關課程的具
體要求等，按個別情況而定考慮，擇優錄取。

嶺大：

理大:
科大：

中大：

教院：

港大：

請注意：年級界定並不反映實際學分轉換的數目，同學需修讀畢業所需之足夠學分。嶺大
會根據有關學分轉換的規條審核同學的學分轉換申請，實際學分轉換數目介乎 0 至 60 學
分。因此，同學修讀年期或較課程一般修讀年期為長（即可能需修讀超過兩年）。
成績理想者，最多可豁免學士學位的一半學分。2014 年政府資助的「高年級」學額為 1319。
科大獲教資會分配 100 個高年級學額，供持有本地副學位學歷人士報讀。科大會根據副學
位持有人的成績，安排銜接的年級。科大本科生一般需要完成 120 個學分以符合畢業要求，
獲取錄的副學位持有人最多可獲豁免 60 個學分，一般可以在兩年或兩年半內畢業。
每年非聯招招生並沒有固定學額比例，視乎申請情況而定。本校之取錄標準，素以擇優而
錄為原則。考生無論以何種學歷或公開考詴成績申請，本校概一視同仁，按成績及表現甄
選。倘申請人獲邀面詴，其面詴表現亦為考慮因素之一。2014 年政府額外提供 385 個學位
收取高年級生。
副學位畢業生可報讀四年制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學位課程的一年級或三年級，如畢業生
報讀五年制教育學士學位課程，他們須入讀一年級。2014/15 學年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有
約 80 個學額取錄副學位畢業生入讀三年級。至於獲取錄入讀一年級的學生將可獲部分學分
豁免。教院沒有既定收生學額，視乎學生的質素而定。
政府額外提供 285 個三年級學位收取副學位畢業生入讀。取錄申請人時均考慮其多方面的
表現，如：考詴成績、學校評語、面詴（如有）及課外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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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 各學院怎樣處理申請人的非學術表現?有沒有運動員奬勵計劃?
城大：

城大設有運動員奬勵計劃，提供共 60 個名額，給聯招及非聯招申請人入讀學士學位或副學
士課程。獲取錄的申請人有機會獲得住宿獎學金或運動員獎學金，詳情請參閱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_hkdse/athletes/。

浸大：

申請人可將非學術成就放入 OEA 內，供各課程考慮。

嶺大：
理大:

申請人透過 OEA 或校長推薦計劃提供的非學術成就會被視作額外的輔助參考資料。
理大設有運動員奬勵計劃, 申請人如曾參與國際重要比賽, 或獲選為香港代表隊/青年代
表隊成員, 可透過相關體育總會向理大學生事務處遞交申請。詳情及申請表格請參閱
http://www.polyu.edu.hk/sao/pe/osrs/。
另申請人若在非學術範疇上有卓越表現（例如: 在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的申請表格中「比賽/
活動的經驗及成就」部分列出於國際比賽中獲得獎項/記錄）, 其入學申請會獲優先考慮。
學生需將理大課程放在課程選擇組別 A, 方能由上述渠道獲得考慮。學生會於文憑詴放榜
前獲通知其申請結果。獲優先取錄的申請人, 必須符合理大的基本入學要求，及所選課程
在重新排序後仍在課程選擇組別 A，方能正式獲得取錄。
申請人可將非學術成就放入 OEA 及自我介紹文章內，提供給學院參考，以評估同學的整體
表現，而有機會加分。入讀科大後，具有卓越非學術成就的學生可申請才藝發展獎學金及
運動員獎學金。
（http://sfao.ust.hk/scholarships/intro_nonacademic.html）
設有運動員奬勵計劃，大學從體育總會或校長推薦計劃中篩選，如有合適的申請人，交予
學系考慮。

科大：

中大：
教院：
港大：
公大:

教院會透過申請人所遞交的 OEA 資料，甄選合適的申請人出席面詴。
設有運動員奬勵計劃。學生可於網上下載表格
(http://www.hku.hk/ihp/scholarship.html)。
申請人可將非學術成就放入 OEA 內或透過校長推薦計劃及將課程放於 BAND A ，如合適者，
大學會考慮或安排面詴。

Q22. 如申請人有兩次文憑詴成績(combine cert) ，各學院會怎樣考慮?
城大：
浸大：
嶺大：
中大：

理大:
科大：
教院：
港大：
公大:

不扣分，取最好成績計算。
如申請人重考文憑詴科目，將以該科目的最佳成績計算，重考不會扣分。
於 2013 年度，中大考慮申請人於兩次文憑詴中獲得的最佳科目成績。在計算入學分數時，
個別課程對申請人以多於一次文憑詴成績或會有所調整，有關詳情請瀏覽
www.cuhk.edu.hk/adm。2014 年度的安排，將稍後於網頁上公布。
不扣分，取最好成績計算。
如申請人符合學院最低收生要求，科大會以考生每科之最好成績用作計算入學分數，不會
扣分。
申請人若於同一科目有多過一次考詴成績，教院會計算最佳成績的一次，但不會扣分。
大部分課程以最好成績的科目計算，少部份課程會略為扣分。詳情稍後於港大網頁公佈。
會考慮同學最好的成績,不會扣分。詳情於今年底/明年初於大學網頁內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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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補充資料：
已公開的院校收生資料：
課程
城大：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
_hkdse/programmelist

浸大：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
ns/jupas

入學（一般及課程）
Bachelor’s degree: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
_hkdse/entreq/bd
Associate degree: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
_hkdse/entreq/ad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
ns/jupas

嶺大：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ju
pas/4-year/ugprog.php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ju
pas/4-year/req.php

中大：

http://www5.cuhk.edu.hk/oafa/in
dex.php/jupas/jupas-4-year-cohort
-3/programme-information/87-jup
as/jupas-4-year-cohort/programm
e-information/328-programme-str
eam-list-2013
http://www.ied.edu.hk/degree/pro
g_menu.htm

http://www5.cuhk.edu.hk/oafa/in
dex.php/jupas/jupas-4-year-cohor
t-3/entrance-requirements

教院：

入學分數計算
Bachelor’s degree: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
_hkdse/assessment/bd
Associate degree: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
_hkdse/assessment/ad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
ns/scores
http://buar2.hkbu.edu.hk/pros/admis
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
req_policies/
http://buar2.hkbu.edu.hk/pros/admis
s_schemes/jupas_hkdse/asse_criteria
/
www.LN.edu.hk/admissions/jupas/4-y
ear/scores.php

面詴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
_hkdse/interview
(to be available in December 2013)

http://www5.cuhk.edu.hk/oafa/in
dex.php/jupas/jupas-4-year-cohor
t-3/programme-information/39-ju
pas/394-calculation-of-admissionscores

http://www5.cuhk.edu.hk/oafa/in
dex.php/jupas/jupas-4-year-cohor
t-3/programme-information/39-ju
pas/387-interview-2013

http://www.ied.edu.hk/degree/ap http://www.ied.edu.hk/degree/ad
p_jupas_dse.htm
mission_scores_dse.htm

http://www.ied.edu.hk/degree/da
tes_jupas_d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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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入學（一般及課程）

入學分數計算

面詴

理大：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
ospectus/jsp/home.jsp?websiteId=
1&schemeId=201310&langId=1

http://www38.polyu.edu.hk/asep
rospectus/jsp/entrance_req.jsp?w
ebsiteId=1&schemeId=201310&la
ngId=1

http://www.polyu.edu.hk/as/hkds
e/faq.html (refer to Q11)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
ospectus/jsp/misc_bookmark.jsp?
cms_menu_id=8030&websiteId=1
&schemeId=201310&langId=1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
ospectus/jsp/interview_arrange.js
p?mode=jupas&websiteId=1&sche
meId=201310&langId=1

科大：

http://join.ust.hk/local/jupas/apply_j
upas_offer_degree.html

http://join.ust.hk/local/jupas/apply_j
upas_entry_general.html

http://join.ust.hk/local/jupas/apply_j
upas_entry_subject.html

http://join.ust.hk/local/jupas/apply_j
upas_next_date.html

http://www.hku.hk/dse

http://www.hku.hk/dse

http://www.hku.hk/dse

http://www.ouhk.edu.hk/WCM/?FUE
LAP_TEMPLATENAME=tcSubWeb&lid
=SUBWEBLIST_REG_59508307&cid=3
&lang=eng&mid=0

http:www.ouhk.edu.hk/jupas/admissi
onscore

http://www.ouhk.edu.hk/WCM/?FUE
LAP_TEMPLATENAME=tcSubWeb&lid
=SUBWEBLIST_REG_59508307&cid=2
&lang=eng&mid=0 (interview
requirement found in link to an
individual programme  admission
requirement)

港大

公大

https://www.facebook.com/hkust.loc
aladmit
http://www.asa.hku.hk/admissions/u
g/prospectus/studying_programmes.h
tml
http://www.ouhk.edu.hk/WCM/?FUEL
AP_TEMPLATENAME=tcSubWeb&lid=S
UBWEBLIST_REG_59508307&cid=2&la
ng=eng&m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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