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入學要求常見問題
(2018年7月更新)
註：如欲獲取有關詳情及最新資訊，請瀏覽各院校網頁。
問題
1. 大學釐定入學要求 
時有什麼主導原
則？

回應
各所大學都支持發展寬廣而均衡的高中課程，並
認同大學個別院系的具體入學要求應盡可能對
學生的選擇和高中課程的規劃起正面作用。此
外，各方的共識是，大學在個別院系的要求中減
少具體的說明，有助學校靈活規劃高中課程，學
生也可因應本身的能力和興趣選擇選修科目。此
舉亦有助避免過早把學生分流。

2. 在新學制下，大學的 
最低入學要求是什
麼？

一般而言，大學的最低入學要求包括在四個核心
科目達「3322」的成績，即在中國語文科和英國
語文科達到第 3 級、數學科和通識教育科達到第
2 級;以及在一個或兩個選修科目達到第 2 級或
3 級成績。各院校亦可因應課程的特質和需要，
自行制訂學院／課程的入學要求，包括選修科目
的總數及所需成績。有關各所院校／課程入學要
求的最新詳情，請參閱各院校網頁。



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或兩個選修科目只是最低
的入學要求，並不保證申請人能入讀個別大學或
課程。大學會遴選符合最低入學要求的申請人。
實際的遴選過程會採用篩選的方式進行。

3. 既然大部分大學的 
入學條件都是四個
核心科目和一個選
修科目，高中學生可
否只修讀四個核心
科目和一個選修科
目？

為了讓學生有寬廣而均衡的高中教育，我們建議
學生修讀四個核心科目及兩至三個選修科目。況
且，四個核心科目和一個選修科目只是部分學院
的最低入學要求，並不保證申請人能入讀個別學
院或課程。在實際的遴選過程中，個別課程可能
會將選修科目的數目及成績，作為考慮因素、篩
選條件、給予額外評分或作為附加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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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如欲修讀高中課程 
的科學科目，學生可
以有什麼選擇？

回應
在新學制下，學生可以修讀的科學科目的組合較
有彈性。除了物理、化學及生物外，高中課程加
入了「科學科」，讓學生學習各個科學領域的知
識；同時，仍有空間修讀其他學習領域的選修科
目，以擴闊視野。「科學科」以兩種模式推行：
模式 I「綜合科學」及模式 II「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科是為在科學教育學習領域中只修讀
一科的學生而設計，對象是志趣廣泛，希望涉獵
不同學術領域的同學，目標是提高他們的科學素
養。綜合科學科課程以跨學科主題形式設計，配
合學生的日常生活情境，內容涵蓋生物、化學和
物理等領域的重要科學概念。



組合科學課程是為在科學教育學習領域中修讀
兩科的學生而設計，旨在為對科學有濃厚興趣而
有志在這方面進修或從事相關工作的學生，提供
重要科學知識和技能的基要學習，以便他們日後
在各個與科學有關的範疇繼續進修和就業。課程
由三個部分組成，各部分的內容分別選自生物、
化學及物理課程。學生可以修讀生物、化學或物
理其中一個專修科學科目及以組合科學的形式
修讀其餘兩科學科的部分內容，例如物理 + 組
合科學（生物、化學）。

5. 倘若學生打算修讀 
與科學有關的課
程，應修讀哪些科
目組合？

與科學有關的課程並無規定學生要修讀兩個以
上的科學選修科目。學生可從物理、化學、生物
及「組合科學」中選讀兩個科目。為擴闊學生的
學習，他們可選擇其他主要學習領域的科目，例
如歷史、視覺藝術，作為第三個選修科目。學校
在規劃科學科目時，亦會顧及學生修讀科學學習
領域的不同選修組合。

第2頁

問題
6. 學校應如何協助學 
生選擇合適的選修
科目？

回應
在中四級，學校可提供機會，容許學生從不同的
學習領域中選讀三至四個選修科目，讓他們瞭解
本身的興趣和能力。例如學生可利用兩個選修科
目的課時，修讀三個單一範疇的科學科目(生物、
化學及物理 )的某些選取部分，另選修一個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目，以及一個科技教育的
科目。學生可在中五時決定其選修科目，一般來
說，他們會修讀兩至三個選修科目。

7. 修讀「綜合科學」如 
何協助學生為畢業
後的各種出路作好
準備？

不少與科學有關的課程都會考慮修讀「綜合科
學」的學生。學生選擇「綜合科學」，會有更多
空間修讀其他主要學習領域的科目，以切合他們
多元化的需要和興趣。「綜合科學」課程能培養
及維持學生對科學世界不同領域的興趣，學生可
選擇在某一門科學領域中進一步探索，或把有關
的思維和技能應用在其他學科的學習上。



學生在「綜合科學」課程所獲的知識、建立的思
考模式和解難能力，將有助他們日後在大專院校
修讀各種學術及職業／專業課程，例如工商管
理、環境科學、社會科學、法律、藝術、護理、
物理治療及運動科學。

8. 由於學生可以修讀 
「組合科學」來代
替修讀三個單一範
疇的科學科目，大
學如何處理在新學
制下學生具備「較
少」科學訓練的問
題？

大學在設計新課程時，會確保修讀「組合科學」
或單一範疇科學科目的學生，同樣可從大學教育
中獲益。大學可利用四年大學課程所增加的一年
課程時間，確保學生已在必修學科上建立穩固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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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9. 大學的一般入學條 
件要求學生修讀四
個核心科目，其中
一科為數學科，為
什麼高中學生必須

修讀數學科？

回應
具備寬闊的數學基礎知識是學生日後進修及／
或工作不可或缺的條件。學生日後的發展不應受
到限制，所以在高中階段學生是需要學習數學，
因此數學科被列為核心科目之一。

10.學生如欲修讀某些 
科學或工程學院的
課程，是否須修讀
數學科的兩個延伸
單元？

由於數學科兩個延伸單元的內容有重複的課題，
學生只須修讀其中一個單元。如有需要，大學的
學院／課程一般只要求學生修讀其中一個延伸
單元。

11.大學在取錄學生時， 
會否考慮學生學習
概覽？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於二零零
六年七月發出 『「334」新學制----大學入學要求
聯合公布』，表示在甄選學生時，會考慮參考較
廣泛的資料，即包括學生在不同範疇所得的成
就，並給予學生機會，證明他們擁有入讀新學制
學士學位課程所需的才具。大學校長會另於二零
零八年十月二十一日發出的聯合聲明指出，目前
各院校已在招生程序的不同階段，以不同方式應
用類似「學生學習概覽」的補充資料。他們會繼
續支持「其他學習經歷」之推行，並樂意確認「學
生學習概覽」為提供參考的資料。他們會作好準
備，以便由二零一二年起以「學生學習概覽」作
為錄取學生的參考文件。

12.大學在甄選學生時， 
會否就不同的選修
科目給予不同的比
重？

一般入學要求只是大學考慮取錄學生的最低要
求。個別院校／課程或會因應課程的特質和需要
自行訂定或在遴選過程中給予不同的選修科目
不同的比重。有關詳情，請參閱各院校網頁。

學生可選擇只修讀數學科的必修部分，這部分建
基於基礎教育，所有學生均能學習。有意深入學
習數學及在大學修讀工程學、商科及科學科的學
生，可選擇修讀數學科的其中一個延伸單元－單
元一(微積分與統計)或單元二(代數與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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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3. 其他語言課程（即 
法語、德語、日語、
西班牙語、印地語
及烏爾都語）會否
被認可為能符合入
讀大學要求的非指
定科目？

回應
大部分院校認可其他語言課程為符合入學要求
的額外／非指定科目。

14. 各院校會否接納非 
華語學生以其他中
國語文科資歷替代
香港中學文憑的中
國語文科成績作為
入學要求?

於現行制度下，在二零零八年二月的立法會文件
已指出，各院校已經確認在下列的特定情況下，
接納其他中國語文科的考試資歷（包括綜合中等
教育證書、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及普通教育文
憑）。有關安排將繼續適用於現時學制，特定情
況是指：
i) 學生在接受小學及中學教育期間學習中國語
文少於六年時間。這項安排專為較遲開始學
習中國語文（例如來港定居時早已過了入學
階段）或間斷地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學生而設;
或
ii) 學生在學校學習中國語文已有六年或以上時
間，但期間是按一個經調適並較淺易的中國
語文課程學習，而有關的課程一般並不適用
於其他大部分在本地學校就讀的學生。



由2014/15學年開始，符合上述指定情況的學生
亦可選擇修讀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
。
在課程設計而言，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
用）屬於以職業範疇作為學習情境的語文課程，
有別於其他着重與特定專業／職業範疇相關知
識及入門技能的應用學習課程。基於上述背景，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及絕大部分專上
院校均接納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的
「達標」成績為非華語學生報讀課程所需的其他
中國語文科資歷的基本等級要求。有鑑於此，應
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不會被視為選修
科目。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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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不接納應用學習
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為選修科目。
自資專上院校：報讀課程時，應用學習中文（非
華語學生適用）不會被視為選修科目。應用學習
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作為其他中國語文科資
歷外，每名學生報讀課程時，最多可提交兩個應
用學習科目的成績作為選修科目。非華語學生若
沒有以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的成績
作為其他中國語文科資歷報讀課程，各院校或因
應其政策給予特別考慮，但應用學習中文（非華
語學生適用）不會被視為選修科目。

15. 如非華語學生在甲  院校可按每名非華語學生的個案，彈性處理有關
類中國語文科中未
中國語文科成績方面的要求。
能取得三級或以上
1
成績，教資會資助 註 : 上述所指的非華語學生需符合以下指定情況：
(a) 學生在接受中小學教育期間學習中國語文少於六年時間；或
院校會否提供彈性
(b) 學生在學校學習中國語文已有六年或以上時間，但期間是按一
個經調適並較淺易的中國語文課程學習，而有關的課程一般並
錄取安排？
不適用於其他大部分在本地學校就讀的學生。

16. 部分高中選修科目 
可能不會獲大多數
學生修讀，亦未必
有很多學校開辦。
這個問題如何處
理？

高中課程的所有選修科目，都是學生值得選擇的
科目。它們能培養學生的不同興趣及發揮他們的
潛能，同時，每個選修科目均可與其他科目配合
而成為良好的組合，為學生提供寬廣而均衡的課
程。倘若部分科目 (例如體育、設計與應用科技、
音樂 ) 的修讀人數偏低或缺乏足夠師資在校內
教授，教育局會提供「多元學習津貼」，協助學
校組成網絡，合作開辦這些高中科目。

17.在新學制下，大學現 
行招收非本地學生
(包括內地學生)的

政策會否改變？

大學現行招收非本地學生(包括內地學生)來港入
讀專上課程的政策，不會受推行新學制所影響。
另外，由於本港的新學制更能配合內地的教育制
度，預期在新學制下內地學生無需再修讀為期一
年的預備課程，便可在教資會資助的院校，修讀
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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