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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篇 - 選科的基本原則 

 

中四選科是中三同學在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選擇。它決定高中的學習生涯，也影響將來

升學及就業的路向。因此，同學必須謹慎考慮各種因素和聽取不同的意見。以下提供了

一些選科時所作的基本原則，供同學們參考。 

 

1. 性格與興趣 

揀選出合心意的科目，有助增強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效能，有利考取好成績。 

由於不同的學習領域 (Key Learning Areas) /科目具不同的特性，因此自己的個性

傾向能否跟學習領域/科目配合，是一項重要的因素，例如：較感性、喜歡對事物

作出判斷、分析力及表達力強的同學，可選擇較著重事實記憶、分析及感想的人文

學科；相反，性格理性化、思維偏向系統及邏輯性的同學則可考慮選擇理科。 

在選科之前，同學應該先瞭解自己的個性傾向，從而發掘出自己的興趣，這樣才能

揀選適合自己的科目，使自己得到更大的樂趣。同學們可透過不同方面的觀察，以

瞭解自己的興趣，例如自己喜歡上什麼科目的課堂？課餘時喜歡閱讀哪一類的課外

書籍？自然科學的書籍?抑或與人文或社會有關的書籍? 同學可以參考基本職業興

趣測驗的結果，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質及興趣，揀選出合心意的科目。 

 

2. 能力與潛能 

「我的孩子有潛能，不過比較懶散，因此成績不算太好。給他一個機會吧！」不少

父母在選科的時候，都對學校提出類似以上的請求。 

潛能是看不見、計不到的；成績是看得見，計得到的，所以在選科過程中，要遵守

的原則是考慮自己的能力。單憑興趣而無足夠的能力，結果只會事倍功半。同學應

量力而為，在興趣和能力之間取得平衡，給予自己合理的期望，這樣個人才能可恰

當地發揮。在評估自己的能力時，中一至中三的成績是關鍵的指標。另外，同學可

以根據過往讀書的經驗，分析自己的能力。較易掌握、溫習效率較高科目，可以優

先考慮。 

 

3. 志願 

假若同學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志願，又知道了自己的能力跟志願配合，就比較容易選

科，例如：想當醫生和工程師的便得選理科。不過，社會上大部分的職業都是修讀

文理科皆可的，例如教師、律師、會計師或社工等。所以，選科並不是選擇日後的

工作。要知道更多的資料，可向老師查問。 

同學宜盡早了解個人志向，「做決定時亦會較合理」。再者，有志向的人，遇到障礙

仍能迎難而上，為理想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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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人師友的意見 

所謂旁觀者清，當同學在選科感到徬徨時，可以聽取家人、老師、學長或朋友的意

見，以便作出適當的選擇。老師可從同學在校內的表現協助同學瞭解自己的能力；

而學長可分享選科經驗及講解各科的情況。家人的意見也需考慮，他們的期望或許

會給予同學壓力，但不要因他們對你的期望而勉強選讀不喜歡的科目。 

當然，同學作為選科的主角，應主動搜集各科的出路資訊，再根據自己的興趣、能

力和志向，作出「充份知情的選科選擇」(“informed choice”)。 

 

5. 環境的因素 

同學還需考慮以下的環境因素: 

 學校科目組合及甄選的準則 

 所選的科目是否會配合將來到外國升學 

 各大學的收生要求: 部分大學要求學生修讀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數學及公民及社會發展科) 及一個選修科目。部分院校要求學生修讀四個核心

科目，另加兩個選修科目。此外，各院校的個別課程或會有指定科目要求。因

此，同學應確定選修科目合乎心儀課程的報讀資格。 (參閱資料冊 p.12-18) 

 

有關各所院校的入學要求詳情，可參考各大學網站、教育局網站、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的網站或到升學就業輔導室（二零一室）參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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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興趣測驗 (C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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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篇- 如何協助子女選科 

中四是學習生涯的另一個階段，對於中三同學來說，現在便要為自己的未來作出一個重要的抉

擇。純文科？純理科？文中有理？抑或理中有商？究竟如何選擇？作為家長的您，究竟又應怎

樣協助您的子女選科呢？以下是一點意見，讓家長們參考一下。 

 

三「得」政策 

1. 「得」瞭解子女的興趣及潛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及潛能，如能好好發揮，將來或許成為專才。家長應耐心與子女傾

談，了解其興趣及發掘其潛能。 

 

2. 「得」瞭解子女的能力。 

要明白子女在某些學科會有較好或較差成績，應與子女共同分析其長處和短處。 

 

3. 「得」瞭解子女的志向、目標及將來理想的職業。 

有些同學已立定志向，但沒有告訴家長，這或許是因為不知父母會否贊同自己的想法，此

外亦害怕自己做不到。若果家長能主動去了解子女的目標，並給予意見和鼓勵，相信對子

女有莫大的幫助。 

 

三「不」政策 

1. 「不」要無視子女個人的興趣 

不少家長不自覺地把自己的意願及對子女的期望強加在子女身上，這樣不單會造成子女選

科的壓力，亦會影響他們將來升讀中四後的表現。父母應給予子女意見和分析，讓他們學

習自己去作決定。畢竟父母不能一世為子女做決定。 

 

2. 「不」要不斷地指斥子女的學業能力 

倘若子女未能入讀所選取的學科，應鼓勵他們切勿灰心氣餒，更不應懷疑自己的能力以致

影響學習情緒，相反應嘗試從修讀的學科中發掘自己的潛能。 

 

3. 「不」要有「文科只需死讀書，將來必定做老師」的謬誤 

其實，文、理各科要求的技能不同，出路各異，不可一概而論。修讀純文科的同學是有不

少的資料需要記誦，卻絕非「死讀書」；相反，同學更加需有思考、分析及組織能力。再者，

修讀純文科的出路亦很廣闊，不少政部門、商業機構等同樣需要大量文科的人才。因此，

應憑子女的興趣、能力和前途考慮，不應人云亦云地去選擇。 

 

結語 

對於中三的同學來說，選科的確是他們一個十分困難的抉擇，然而，我們深信在家長和校方的

積極輔導、協助下，各位中三同學定能選擇到最適合自己的科目，為未來前途踏出成功的第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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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三畢業生進修階梯 

 

 

 

 

 

 

 

 

 

 

 

 

 

 

 

 

 

 

 

 

 

 

 

 

 

 

 

 

 

 

 

 

 

 

中

三 

本

地 

原校/其他日校 

及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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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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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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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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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 

中三以上課程(包括基本技術證

書、中專證書及中專文憑等課程) 

職業訓練局訓練及發展中心 

基本技術課程 

製衣業訓練局 

中三以上証書課程 

建造業訓練局 

基本工藝課程 

中華廚藝學院  

其他註冊教育機構開設的商業/

職業/技術/語言課程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工商資訊學院 

基礎文憑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等 

技工學徒 

行內實習、進修 

註冊工程人員 

技術人員 

就 

業 

在職訓練 

職業訓練局 

職業訓練及發展中心有關課程/ 

學徒訓練計劃 

僱主推荐入讀 

職業訓練局 

職業訓練及發展中心有關課程 

勞工處擇業輔導組 

展翅計劃 

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 註：本簡表僅供參考  

升

學 

 

英/美/澳/加/

紐/其他 

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 

 

中學文憑試 

毅進計劃 

毅進/中學協作計

劃 

 

原校/其他日校 

及教育機構/ 

高中學校/夜校的中五 



中三選科資料冊/ P.7 

(4) 高中課程結構 

香港中學文憑科目共分為三個類別，包括 24 科高中科目（4 個核心科

目及 20 個選修科目）、應用學習科目及其他語言類別。 

 

以下是本校的高中課程結構: 

 

I. 四個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公民與社會發展 

 

 

 + 

II. 三個選修科目 

學生可選擇加修 

日本語 

應用學習 

 

 

 + 

III. 其他學習經歷 

(OLE) 

形式: 體育課、音樂

課、週會等 

                其他本校不開設的選修科目由聯網學校提供 

 

 

本校開設的選修科： 

沒設校本評核 設有校本評核* 

科目 佔科目總成

績的百分比 

中國歷史 中國文學 15%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Business, 

Accounting, Financial Studies 

資訊及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0% 

地理 Geography 生物 Biology 20% 

歷史 History 化學 Chemistry 20% 

經濟 Economics 物理 Physics 20% 

 視覺藝術 VA ** 50% 

各科名額將由校方因應資源而決定。 

*校本評核是指在日常學與教過程中，由學校任課教師來評核學生的 

表現。評核分數將計入考生的文憑試成績 (適用於 2024 年考試年度) 

**有意修讀視覺藝術科的同學須得美術老師批准。 

校本評核 

上次修改日期: 30/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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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科安排 

 

 2022/23 中四科目組合 (暫定) 

班別 4A 4B 4C 4D 

核心課目 中國語文 / 英國語文 / 數學 / 公民及社會發展科 

選修

科目: 

甲類

學科 

第一組 物理   生物   化學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中國歷史(註 4) 

第二組 物理   化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 

歷史   經濟(註 4) 

第三組 生物  地理  中國文學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註 3) 

數學延伸單元 1/2 (註 4) 

M2(註 2) 數學延伸單元 2 (下課後上堂) 

乙類學科 應用學習科目 

丙類學科  日語 

其他學習經歷  

(OLE) 

體育發展、藝術發展、與工作有關的經驗、社會服務、德

育及公民教育 

註: 

甲類學科 

1. 每位同學必須修讀三個選修科目。同學須修讀第一，第二及第三組各一科。 

2. 修讀三個選修科目+數學延伸單元 2(M2)會被安排於星期五放學上課。中三全級排名排名首

20 位的學生可選修 「三科+數學延伸單元 2(M2)」 這組合，學額 8 位。 

3. 按該年的學生意願及人力資源限制而決定開設的非理科選修科目。 

4. 該 3 組的科目配置是暫時性的，校方會於半年試派發成績表後進行問卷調查，搜集同學

的選科意願後會確立組別內的科目配置，於下學期 4 月發佈。 

5. 有意修讀視覺藝術科的同學須得美術老師批准。 

6. 其他本校不開設之選修科目，如音樂、體育 (由聯網學校提供)。 

7. 問卷調查範本見附頁。 

乙類學科 (應用學習科目) 

8. 中四及中五、中五及中六同學經校方批准後可修讀應用學習科目。由於主要在星期六上

課，因此不能與日語同時修讀。 

丙類學科 (日語) 

9. 日本語每星期有一日於放學後及星期六上午/下午回校上課。日本語名額 12 至 15 人，

按成績優次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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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派科目方法 

 

1. 以「全年評核成績」名次順序。計算全年評核成績時，半年試佔 30%，學年試佔

70% 。  

2. 如有兩名學生全年評核成績名次相同，則以學年試(Annual Exam)名次決定順序；

如有相同，則根據半年試(Half-yearly Exam)的名次排列。 

 

中三科目 半年試/ 年考 

English Language 300 marks 

Mathematics 300 marks 

中國語文 300 marks 

中國歷史 100 marks 

IS (I) Physics 100 marks 

IS (II) Chemistry 100 marks 

IS (III) Biology 100 marks 

Economics and Society 100 marks 

Geography 100 marks 

History 100 marks 

Biblical Knowledge 50 marks 

Design and Technology 50 marks 

Home Economics 50 marks 

普通話 50 marks 

 

3. 分配方法是先派發同學的首個選項，然後第二選項，如此類推。如該學科額滿或與

之前的所派的學科有時間相撞，則會派發下一意願之選項。 

4. 因要進行課程整合，修讀數學延伸單元的同學會編入同一班別(4D 班)。 

5. 「全年評核成績」英文科成績較佳的同學會先編入 4A 班作照顧學習差異之用。 

6. 中四留班生有可能需要轉科以配合第二年的科目組合配置。 

7. 各科人數上限： 

 4A 班：35 人  

 4B 班：25 人 

 4C 班：25 人 

 4D 班：35 人  

 各選修科(除數學延伸單元外)：28 人 

 數學延伸單元(M1+M2)：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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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中三升中四選科輔導及銜接活動 

2021 年 11-12 月 生涯規劃小組輔導（第一次） 

2021 年 12 月 生涯規劃課 (1) - 興趣發展 (班主任負責) 

2021 年 12 月 19 日 中三選科講座 

2022 年 2 月 家長日升學選科出路講座  

2022 年 4 月 生涯規劃課 (2) - 讀書攻略 (班主任負責) 

2022 年 5 月 生涯規劃小組輔導（第二次） 

2022 年 7 月 中三新高中科目簡介會 

2022 年 7 月 6 日 選科簡介會 

派發選科意願表 

2022 年 7 月 18 日 

下午 3:00 前 

交回選科表到辦事處。 

2022 年 8 月 3 日 公佈結果 

 

為進一步協助中三同學的生涯規劃，以及加強同學對選科的認識，升學及

就業輔導委員會本年度將分別在上、下學期安排一次小組輔導，就選科提

供建議。 

 

負責老師:  許美儀老師(A 房) 

   周鎮聲老師(A 房) 

   許銘駿老師(A 房) 

   余組輝老師(A 房) 

   譚祉恬老師(B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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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中學文憑科目資訊 

 

在選科前請先瀏覽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網頁，了解各選修科的課程內容及

評核大綱 (評核模式及比重) 。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

ment/subject_information/ 

 

 

如有疑問，可向老師徵詢意見。 

本校各選修科任教老師： 

 

選修科目 任教老師 

1. 中國文學 林深老師*、袁慧琴老師 

2. 中國歷史 關卓峯老師* 

3. Economics 王楚如老師* 

4. Geography 陳偉強老師*、魏婉明老師 

5. History 黃玉英老師* 

6. Biology 許美儀老師 

7. Chemistry 關雲飛老師*、余組輝老師 

8. Physics 林惠儀老師 

9.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張淑文老師* 

10.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梁耀榮老師*、潘卓華老師 

11. 視覺藝術 鄭文茵老師* 

*科主任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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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中選修科目與大學課程關係 

 

7.1 學士學位基本入學要求 (2024 入學) 

University General Entrance Requirements (2024 entry) 
 

 

院校 

核心科目 兩個選修科  

計分方法 (待定) 
英中數公 第一科選修科 

(甲類科目) 

第二科選修科 

 

香港大學 332A 3 3 最佳 5 科或最佳 6 科 

香港中文大學 332A 3 3 傾向計算最佳 5 科 

（但個別課程另有要求） 

香港科技大學 332A 3 3 計算只要求 5 科分數 

香港理工大學 332A 3 3 傾向計算最佳 5 科 

（但個別課程另有要求） 

香港城市大學  332A 3 3 最佳 4 科/最佳 5 科/ 3+2  

香港浸會大學 332A 3 3 最佳 5 科 

嶺南大學 332A 2 2 最佳 5 科 

香港教育大學 332A 2 2 最佳 5 科 

SSSDP「資助計劃」院校 332A 2   

A = 「達標」 

除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要求外，申請人亦須符合有關課程之附加條件，而取錄標準亦較最

低入學要求為高。請留意各院校的網頁。 

 

SSSDP「資助計劃」院校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 明愛專上學院＊ 

- 珠海學院 

- 香港樹仁大學（仁大） 

-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香港高科院）＊ 

-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 

- 香港都會大學（前香港公開大學）＊ 

- 東華學院（東華）＊ 

- 香港伍輪貢學院 

＊ 容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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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分數換算表 (2022 入學) 

 

院校 

文憑試成績等級 

1 2 3 4 5 5* 5**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1 

 

2 

 

3 

 

4 

 

5.5 

 

7 

 

8.5 

其他 1 2 3 4 5 6 7 

^不適用於 JS4501 和 JS4502 

 

7.2 如何計算 M1/2 及日文 

院校 M1/2 其他語言科目（丙類科目） 

香港大學 可
# 達 E 級可用於符合第二科選修科的入學要求 

香港中文大學 可
# 達 E 級可用於符合第二科選修科的入學要求 

香港科技大學 可
# 達 C 級可被個別課程納入選修科目二 

香港理工大學 可 達 E 級可用於符合選修科的入學要求 

香港城市大學  可 達 E 級可用於符合選修科的入學要求 

香港浸會大學 可
# 達 C 級可被個別課程納入選修科目二 

嶺南大學 可 達 E 級可用於符合選修科的入學要求 

香港教育大學 可 達 E 級可用於符合選修科的入學要求 

SSSDP「資助計劃」院校 可  

可
#
: .M1/2 可用於符合選修科的入學要求 (第二科選修科) 

 

 丙類科目(日文) 

 A B C D E 

香港大學  7 5.5 4 2.5 1 

香港科技大學 7 5.5 4 2.5 1 

香港浸會大學 # (2024) 7 5.5 4 2.5 1 

香港教育大學 7 6 5 4 3 

香港都會大學 6 5 4 3 2 

香港中文大學 5 4 3 2 1 

香港理工大學 5 4 3 2 1 

香港城市大學 5 4 3 2 1 

嶺南大學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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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選修科要求 

生 : 生物 Biology 

化 : 化學 Chemistry 

物 : 物理 Physics 

企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BAFS 

資 :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經 : 經濟 Economics 

數延 : 數學延伸單元一/二 Mathematics Module 1/2 

組 : 組合科學 Combined Science（於 2024 取消） 

綜 : 綜合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於 2024 取消） 

設計 : 設計與應用科技  DAT 

科技 : 科技與生活  TL  

  

下表旨在方便於 2022/23 學年升中四的同學選擇高中選修科目，故只列出對選修科目有指定要

求或優先考慮的聯招課程(不包括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註:  下表所列的各課程選修科要求，適用於 2022/23 學年入讀大學的學生。院校對各課

程的「指定」及「優先考慮」高中選修科目要求，可能會在其後的學年有所改變。 

 下表乃根據各院校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所提供的資料整理而成。 

 

香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聯招編號 學院/學系/課程 必須修讀其中一科 優先考慮的選修科 

JS6793 工商管理學學士(商業分析) 生/化/物/資/組/綜 數延 

JS6119 教育學士及理學士 生/化/物/組/綜  

JS6157 理學士(言語及聽覺科學) 生/組(生)  

JS6925 工學學士（生物醫學工程） 物/組(物) 數延 

JS6951 工學學士(工程科學) 物/組(物) 數延 

JS6963 工學學士 物/組(物) 數延 

JS6262 工學學士（數據科學及工程） 數延  

JS6456 內外全科醫學士 化/組(化)  

JS6482 中醫全科學士 生/化/物/組/綜  

JS6494 藥劑學學士 化/組(化)  

JS6949 生物醫學學士 生/化/組(生/化)  

JS6901 理學士 生/化/物/組/綜  

JS6729 理學士(精算學) 數延  

JS6884 理學士(計量金融) 數延   

JS6470 生物信息理學士 生/化/組(生/化)  

JS6107 牙醫學士 生/化/物/組/綜  

JS6212 文理學士  數延 

JS6224 文理學士(應用人工智能) 數延  

JS6937 環球工程與商業課程 物/組(物) 數延 

JS6688 科研專才啟導課程 生/化/物/數延  

JS6846 理學士(營銷分析及科技) 生/化/物/資/組/綜/數延  

JS6858 理學士及法學士（雙學位） 生/化/物/組/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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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聯招編號 學院/學系/課程 必須修讀其中一科 優先考慮的選修科 

JS4032 英文  英國文學 

JS4044 藝術  視覺藝術 

JS4082 音樂  音樂 

JS4238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  如數學(必修)只有 3 級/4 級，數延

須達至少 5 級成績 

 

JS4361 教育學士(數學及數學教育) 數延  

JS4386 理學士(學習設計與科技) 生/化/物/數延/組 第二科:生/化/物/數延/資/組/設計 

JS4408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生/化/物/數延/資/組/設計  

JS4412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生/化/物/數延/組 第二科:生/化/物/數延/資/組/設計 

JS4416 計算數據科學  生/化/物/數延/資/經/組 

JS4428 金融科技學  生/化/物/數延/資/經/企/組 

JS4434 電子工程學 生/化/物/數延/資/組  

JS4446 信息工程學 生/化/物/數延/組 第二科:生/化/物/數延/資/組/設計 

JS4458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  第一科:生/化/物/數延/資/企/經/組  

JS4460 生物醫學工程學 生/化/物/數延/組  

JS4462 能源與環境工程學 生/化/物/數延/資/組/設計  

JS4468 人工智能: 系統與科技  生/化/物/數延/資/組 

JS4501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選擇一: 生 第二科:化 (優先) 

JS4502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環球醫學

領袖培訓專修組別 

選擇二: 化 第二科:生 (優先) 

強烈建議: 第三選修科及/或數延 

JS4513 護理學  生/化/物/組/綜 

JS4542 中醫學  生/化/物/組/綜 

JS4550 生物醫學 生/化 第二科只限甲類選修科目 

JS4601 理學 第一科: 生/化/物/數延/組/綜 第二科:生/化/物/經/地/資/數延/組

/綜/科技 

JS4648 地球與環境科學 生/化/物/數延/地/組  

JS4682 數學精研 第一科: (3 級) 

生/化/物/經/地/資/組/綜/科技  

第二科: 數延(4 級) 

數延獲優秀表現可獲加分 

JS4690 理論物理精研 第一科: 物 (4 級) 

第二科: (3 級) 

生/化/經/地/資/數延/組/綜/科技 

數延: 第二科 

JS4719 風險管理科學 數延  

JS4725 生物科技、創業與醫療管理 生/化  

JS4733 數學與信息工程學 數延 生/化/物/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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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 

聯招編號 學院/學系/課程 指定選修科一 

包括下列其中一個選修科目 

JS5101 國際科研 生/化/物/數延/組  

JS5102 理學 A 組 生/化/物/數延/組 

JS5103 理學 B 組 生/化/物/數延/組 

JS5181 理學 A 組– 延伸主修人工智能 生/化/物/數延/組 

JS5200 工程學 生/化/物/資/組 

JS5211 理學士: 綜合系統與設計 生/化/物/資/組/設計 

JS5282 工程學 – 延伸主修人工智能 生/化/物/資/組 

JS5811 理學士: 生物科技及商學 生/化 

JS5813 理學士: 數學及經濟 生/化/物/經/數延/綜 

JS5901 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 生/化/物/資/組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聯招編號 學院/學系/課程 必須修讀其中一科 優先考慮的選修科 

JS2410 中醫學及生物醫學 生/化  

JS2420 中藥學學士 化  

JS2510 理學士  所有理科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聯招編號 學院/學系/課程 必須修讀其中一科 優先考慮的選修科 

JS8246 

 

小學教育 - 數學 

 

數延 或 

如數學(必修)達 5 級，但沒有修

讀數延，將個別考慮其入學申請  

 

JS8361 中學教育- 資訊及通訊科技 生/化/物/資/綜/組  

JS8371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教育  企業、會計與財務 

JS8381 歷史教育  歷史/中國歷史 

JS8430 科學教育 生/化/物/綜/組  

JS8600 語文研究 (中文主修)  中國文學 

JS8612 語文研究 (英文主修)  英國文學 

JS8636 

JS8801 

創意藝術與文化(音樂) 

創意藝術與文化及音樂教育 

 音樂獲 4 級可免學科測試 

JS8648 

JS8813 

創意藝術與文化(視覺藝術) 

創意藝術與文化及視覺藝術教育 

 視藝獲 4 級可免學科測試 

JS8702 綜合環境管理 生/化/物/地/綜/組  

JS8714 人工智能與教育科技 生/化/物/資/數延/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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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 Lingnan University 

 沒有「指定」高中選修科目要求 

 

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指定選修科(必須修讀) 

聯招編號 學院/學系/課程 選修科一 選修科二 

JS1051 能源及環境學院  生/化/物/組(化物)  

JS1200 環球精研與科創課程 以下其中兩科: 生/化/物/經/數延 

JS1201 建築學與土木工程學系 物/組(物)/綜  

JS1202 化學 化/組(化) 如果數學 2 級，須修讀其中一科:

生/化/物/企/資/組/綜/設計 

如果數學 3 級: 任何一個選修科 

JS1204 電腦科學 生/化/物/資/組/數延 任何一個選修科 

JS1205 電子工程學系 生/化/物/資/數延/組/綜 任何一個選修科 

JS1206 計算數學 生/化/物/企/資/數延/組/

綜/設計 

任何一個選修科 

建議修讀數延 

JS1207 機械工程學系  化/物/數延/組/設計 任何一個選修科 

JS1208 應用物理學 化/物/組(物)/設計 任何一個選修科 

JS1210 材料科學及工程 化/物/組(物)/設計 任何一個選修科 

JS1211 生物醫學工程 生/化/物/組 任何一個選修科 

JS1801 獸醫學 化學及生物   

JS1216 智能製造工程學 化/物/資/數延/組/設計  

JS1217 工學院(選項: 工學院任何

一個主修及工程創業副修) 

以下其中兩科:  

生/化/物/資/數延/組/綜/設計 

JS1220 法律學學士與理學士(計算

數學) 

化/物/企/數延  

JS1221 理學士(電腦科學)與理學士

(計算金融及金融科技) 

生/化/物/資/數延/組  

JS1805 生物醫學系 [選項: 生物科

學、生物醫學] 

生/化/組 生/化/物/企/資/數延/組/綜/設計  

JS1806 理學士(生物科學) 生/化/組 生/化/物/企/資/組/綜/設計/數延 

JS1807 理學士(生物醫學) 生/化/組 生/化/物/企/資/組/綜/設計/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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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聯招編號 學院/學系/課程 優先選修科 (最高比重選修科)  

 應用科學 Applied Sciences 

JS3010 生物科技、食物安全及化學科技(榮譽)理

學士組合課程 

生/化/組 

JS3030 物理學(榮譽)理學士 副主修人工智能及

數據分析 / 創新及創業 

物/數延/組(物) 

 電子計算 Computing  

JS3868 電子計算 生/化/物/資/經/企/數延/組 

 建設及環境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 

JS3110 建築科學及工程學(榮譽)工學士組合課程 物/組(物) 

JS3120 土木工程及可持續發展學(榮譽)工學士組

合課程 

生/化/物/地/經/數延/組/綜 

JS3130 空間數據科學及智慧城市(榮譽)理學士組

合課程 

物/資/地/數延/組(物)/綜 

 Design 設計  

JS3569 設計學(榮譽)文學士組合課程 視藝/設計/相關應用學習科目 

 工程 Engineering  

JS3140 航空工程學(榮譽)工學士組合課程 化/物/資/數延/組(化+物) 

JS3150 生物醫學工程(榮譽)理學士組合課程 生/化/物/數延/組 

JS3170 電機工程學(榮譽)工學士組合課程 生/化/物/資/數延/組 

JS3180 資訊及人工智能工程學(榮譽)工學士/理

學士組合課程 

生/化/物/資/數延/組 

JS3741 機械工程學(榮譽)工學士組合課程 生/化/物/資/數延/組 

 Fashion and Textiles 服裝及紡織  

JS3492 服裝及紡織(榮譽)文學士組合課程 化/視藝/設計/組(化) 

 醫療 Health Sciences  

JS3478 醫療化驗科學及放射學(榮譽)理學士組合

課程 -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生/化/數延/組(生/化) 

JS3337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組合課程 - 精神健

康護理學(榮譽)理學士 

生/組(生) 

JS3648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組合課程 - 護理學

(榮譽)理學士 

生/組(生) 

JS3624 職業治療學 生/物/組(生/物) 

JS3290 眼科視光學(榮譽)理學士組合課程 生/化/物/數延/組 

JS3636 物理治療學 生/物/組(生/物) 

JS3612 放射學 生/化/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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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應用學習科目 Applied Learning (ApL) Subjects 

 

應用學習的六個學習範疇包括： 

 創意學習 

 媒體及傳意 

 商業、管理及法律 

 服務 

 應用科學 

 工程及生產 

每個應用學習課程的總課時為 180 小時，在一般情況下，課程的修讀期橫跨中五及

中六兩個學年。 

 

應用學習課程的資歷認可： 

 

就業方面： 

 公務員事務局在聘任公務員時，接受應用學習科目在香港中學文憑的成績（包

括「達標」及「達標並表現優異」，並最多計算兩科）。 

 除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外，學生成功完成已載錄於資歷名冊，屬於資歷架構第三

級證書的應用學習課程，亦會獲相關課程提供機構頒發資歷架構第三級證書。 

 

升學方面： 

 學生如在文憑試其中五科（包括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達到第二級或以上

的成績，便可報讀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課程。一般而言，每名學生最多可提

交兩個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以報讀該等課程。 

 在升讀學位課程方面，整體而言，各大專院校認同學生在應用學習所累積的學

習經驗。個別院校、學院或課程會以應用學習科目作為選修科目、給予額外分

數或作為額外的輔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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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計算「應用學習」科目？ 

 

於 2018 年文憑試開始，考生在「應用學習」科目取得的成績匯報，由現在「達標」和

「達標並表現優異」兩個等級，再細分為 

「達標」 

”Attained” 

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第 2 級的成績 

「達標並表現優異(I)」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I)" 

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第 3 級的成績 

comparable to level 3 of the Category A subjects of the HKDSE 

「達標並表現優異(II)」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II)" 

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第 4 級或以上的成績 

comparable to level４of the Category A subjects of the HKDSE 

考生表現低於「達標」的水平或出席率不足 80% 將被定為「不達標」，不會顯示在成績單。 

 

應用學習科目可否用以符合一個選修科要求？ 

 

香港大學 達指定等級「達標並表現優異」將被視作輔助材料。 

香港科技大學 達指定等級「達標並表現優異」將被視作輔助材料。 

香港中文大學 於指定應用學習科目取得「達標並表現優異」，部分課程視之為一個額

外選修科作加分。 

香港城市大學 個別課程接受達「達標並表現優異」(I/ II)作為滿足一個選修科的入學

要求。 

嶺南大學 個別課程接受達「達標並表現優異」(I/ II)作為滿足一個選修科的入學

要求。 

部分課程: 可能會作為額外輔助資料，在收生時加分或用以區分成績相

同的申請人 

香港浸會大學 個別課程接受達「達標並表現優異」(I)作為滿足一個選修科的入學要

求。 

香港教育大學 應用學習科目取得「達標並表現優異」成績將等同非指定選修科目。 

應用學習科目取得「達標」成績將被視作輔助材料。 

香港理工大學 2024-25 接受達「達標並表現優異」(I)作為滿足一個選修科的入學要

求. 

 

以上資料日後或會修改，有關最新安排，請瀏覽各院校網頁。 

 

  



中三選科資料冊/ P.21 

實用網頁 

升學及科目資訊 
  

「大學聯招辦法」 JUPAS 

https://www.jupas.edu.hk/en/ 
 

 
 

Click “實用資料” 搜尋入學成績 

可連結各參與院校 

香港考評局網頁 

https://www.hkeaa.edu.hk/en/hkdse/
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香港中學文憑科目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資歷認可專頁 

 

 
 

除本地大專院校，多間內地和全球不同

國家/地區的高等院校亦接受學生以文

憑試成績直接申請報讀。 

備註: 考評局的考試資歷已獲廣泛認

可，但有不少大學對海外學生自設入學

要求。若考生希望往海外升學，部分國

家會要求學生應考其國家制訂的統一

考試，如報讀美國院校須參加 SAT 等。 

應用學習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
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
lied-learning/index.html 
 

 
 

 

職業訓練局 

https://www.vtc.edu.hk/studyat/tc/ 
 

 
 

中三或以上程度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

生計劃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
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
eme.html 
 

 

 

https://www.jupas.edu.hk/en/
https://www.hkeaa.edu.hk/en/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https://www.hkeaa.edu.hk/en/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index.html
https://www.vtc.edu.hk/studyat/tc/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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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https://www.eapp.gov.hk/eapp/face
s/index_zh.jspx 

 

E-APP 是由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

網上電子報名系統，所有文憑試

考生均可在放榜前預先報讀「大

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以

外，經本地評審(iPass)的副學位

和學士學位課程。 

生涯規劃資訊網站 
  

 
教育局的生涯規劃資訊網站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 
 

 

網站設有不同專區，包括職業資

訊、升學、學生、學校行政、教師、

家長、商校合作計劃及我的生涯規

劃歷程。 

學友社 

http://hyc.org.hk/ 
http://hyc.org.hk/publish/   
 
 
 
  

刊物出版, 如出路指南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https://clap.hk/ 
 

 
 

是全港首個結合跨界別資源的生涯

探索計劃，致力連結學校﹑商界及

社福機構，構建一個與青年共創、

可持續發展的生涯發展體系，以令

青少年由在學至工作的過渡能更順

暢，並鼓勵青年人活出無限可能。 

資歷架構網站 

https://www.hkqf.gov.hk/tc/home/inde
x.html 
 

 
 

學生可透過政府資歷架構網站，了

解相關學術及職業的資歷級別，而

各級別反映其學習的深度及複雜程

度。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https://www.hkacmgm.org/ 
 

 

 

 

世界大學排名網站 

QS Top Universities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
ersity-rankings 

 

 

 

https://www.eapp.gov.hk/eapp/faces/index_zh.j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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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yc.org.hk/publish/
https://clap.hk/
https://www.hkqf.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hkqf.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hkacmgm.org/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