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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捷生

大學入學的特別要求

大學課程 院校 對高中科目的要求

醫科 香港大學 化學

藥劑 香港大學 化學

中醫 香港大學 化學 / 生物/ 物理

工程 香港大學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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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院校) 高中科目要求

Veterinary Medicine (CityU) Chemistry & Biology 

Chinese Medicine (BU) Chemistry / Biology; and M1 / M2

Medicine (CUHK) Chemistry & Biology; M1/M2 (recommended) 

Dentistry (HKU) Chemistry / Biology / Physics 

Speech & Hearing (HKU) Biology 



翁捷生

大學入學的特別要求

大學課程 院校 對高中科目的要求

醫科 香港中文大學 M1M2（建議）

藥劑 香港中文大學 化學

中醫 香港中文大學 化學 / 生物/ 物理（建議）

工程 香港中文大學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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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院校) 高中科目要求

Engineering (HKU) Physics; M1/M2 (Lev 3 or above preferred) 

Medicine (HKU) Chemistry 

Chinese Medicine (HKU) Chemistry / Biology / Physics

Pharmacy (HKU) Chemistry

Biomedical Sciences (HKU) Chemistry / Biology



翁捷生

大學入學的特別要求

大學課程 院校 對高中科目的要求

醫科 香港中文大學 M1M2（建議）

藥劑 香港中文大學 化學

中醫 香港中文大學 化學 / 生物/ 物理（建議）

工程 香港中文大學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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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院校) 高中科目要求

IFAA (CUHK) M1/M2 (Lev 5) if Math (C) is at Lev 3/4

Radiography (PolyU) All science subjects preferred

Nursing (CUHK) Chemistry / Biology / Physics preferred

Chinese Medicine (CUHK) Chemistry / Biology / Physics preferred

Enrichment Math (CUHK) Good performance in M1/M2 – bonus point



翁捷生

大學入學的特別要求

大學課程 院校 對高中科目的要求

醫科 香港中文大學 M1M2（建議）

藥劑 香港中文大學 化學

中醫 香港中文大學 化學 / 生物/ 物理（建議）

工程 香港中文大學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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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院校) 高中科目要求

Occupational Therapy (PolyU) Biology / Physics preferred 

Physiotherapy (PolyU) Biology / Physics preferred 

BBA (IS) (HKU) Biology / Chemistry / Physics; M1/M2 (Lev 3 or above preferred)

Engineering (HKUST) Biology / Chemistry / Physics / ICT

Communication (BU) M1 / M2 preferred



翁捷生

大學入學的特別要求

• https://www.hkacmgm.org/wp-
content/uploads/2020/11/HKACMGM_Requi
rement_UGC__OU_202011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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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捷生

香港大學收生政策的改變

8

香港大學於2019-20學年開始，調整聯招入學計分方法，學科成績
考獲5級或以上的學科，會獲得額外加分: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取等級 1 2 3 4 5 5* 5**

新加分機制下的換算分數 1 2 3 4 5.5 7 8.5

https://aal.hku.hk/admissions/local/



翁捷生

香港中文大學收生政策的改變

• 工程學院及理學院於2018年9月宣布於
遴選及錄取過程採用特別入學考慮措施，
有關學生應在文憑試中至少有三科
STEM類選修科目，並於該類學科獲得
至少三粒星（即可能是三科皆星或者單
星伴雙星）。

• STEM 相關選修科目包括生物、化學、
物理、數學延伸單元一或二、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資訊及通訊科技及設計與應
用科技。

• 符合條件的申請人有可能獲得面試機會
及取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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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捷生

香港中文大學收生政策的改變

• 文憑試擇優分數換算（適用於
文憑試科目成績優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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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類 - 核心及選修科目(包括﹕數學延伸單元一或二)

級別 5** 5* 5 4 3 2 1

分數 8.5 7 5.5 4 3 2 1

http://admission.cuhk.edu.hk/jupas/requirement

s.html



翁捷生

主要本地大學的收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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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st U http://admissions.hkbu.edu.hk/ug/jupas_requirement

City U https://www.admo.cityu.edu.hk/jupas/entreq/bd

http://admissions.hkbu.edu.hk/ug/jupas_requirement
https://www.admo.cityu.edu.hk/jupas/entreq/bd


翁捷生

額外的大學入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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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ST https://join.ust.hk/admissions/jupas/

Poly U 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ectus/ug/jupas/general-entrance-requirements 



翁捷生

額外的大學入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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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U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jupas/requirements.php 

HKEd U http://www.eduhk.hk/degree/app_jupas_d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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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upas.edu.hk/f/page/3667/af_2020_JUPAS.pdf



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