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334」學制大學收生條件聯合公佈 

（2012年2月更新） 

各院校的一般入學要求  
核心科目核心科目核心科目核心科目 

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 

選修科目選修科目選修科目選修科目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一科達第一科達第一科達第一科達第3級級級級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一科達第一科達第一科達第一科達第2級級級級 

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嶺南大學 一科達第一科達第一科達第一科達第2級級級級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一科一科一科一科，，，，最多兩科可獲加分最多兩科可獲加分最多兩科可獲加分最多兩科可獲加分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 一一一一科達第科達第科達第科達第2級級級級 

香港理工大學香港理工大學香港理工大學香港理工大學 一科達第一科達第一科達第一科達第2級級級級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兩科第兩科第兩科第兩科第3級級級級，，，，或一科第或一科第或一科第或一科第3級加級加級加級加 

數學延伸單元達第數學延伸單元達第數學延伸單元達第數學延伸單元達第3級級級級 

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兩科達第兩科達第兩科達第兩科達第3級級級級 

 

學院／學系／課程的最低入學要求︰ 

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及及及及

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 
指指指指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 

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商學商學商學商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科達第數學科達第數學科達第數學科達第3級級級級  

人文及社會人文及社會人文及社會人文及社會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申請入讀的學生申請入讀的學生申請入讀的學生申請入讀的學生，，，，建建建建

議修讀一個或多個下議修讀一個或多個下議修讀一個或多個下議修讀一個或多個下

列的香港中學文憑試列的香港中學文憑試列的香港中學文憑試列的香港中學文憑試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數學延展單元數學延展單元數學延展單元數學延展單元

(單元一或單元二單元一或單元二單元一或單元二單元一或單元二)、、、、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組合科學或綜組合科學或綜組合科學或綜組合科學或綜

合科學合科學合科學合科學)、、、、企業企業企業企業、、、、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與財務概論與財務概論與財務概論與財務概論、、、、設計與設計與設計與設計與

應用科技或資訊應用科技或資訊應用科技或資訊應用科技或資訊及及及及通通通通

訊科技訊科技訊科技訊科技 
科學及工程科學及工程科學及工程科學及工程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任何一門選修科以下任何一門選修科以下任何一門選修科以下任何一門選修科成績達第成績達第成績達第成績達第3 
級級級級：：：：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 /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 /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與財務概論 / 設計與設計與設計與設計與

應用科技應用科技應用科技應用科技 / 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 
或或或或 
任何一個選修科達第任何一個選修科達第任何一個選修科達第任何一個選修科達第3級級級級(只適用只適用只適用只適用

於數學科成績達第於數學科成績達第於數學科成績達第於數學科成績達第3級的學生級的學生級的學生級的學生) 

 

香港城巿大學香港城巿大學香港城巿大學香港城巿大學 

創意媒體創意媒體創意媒體創意媒體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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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及及及及

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 
指指指指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 

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能源及環境能源及環境能源及環境能源及環境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任何一門選修科成績達以下任何一門選修科成績達以下任何一門選修科成績達以下任何一門選修科成績達 
第第第第3 級級級級：：：：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 /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 
或或或或 
任何一個選修科達第任何一個選修科達第任何一個選修科達第任何一個選修科達第3級級級級(只適用只適用只適用只適用

於數學科成績達第於數學科成績達第於數學科成績達第於數學科成績達第3級的學生級的學生級的學生級的學生) 

 

法律法律法律法律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英國語文科達第英國語文科達第英國語文科達第英國語文科達第5級級級級  

中國語言文學中國語言文學中國語言文學中國語言文學／／／／ 
創意及專業寫作創意及專業寫作創意及專業寫作創意及專業寫作#／／／／ 

英國語言文學英國語言文學英國語言文學英國語言文學／／／／ 
人文學人文學人文學人文學／／／／宗教研究宗教研究宗教研究宗教研究 

／／／／翻譯學翻譯學翻譯學翻譯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雙學位課程雙學位課程雙學位課程雙學位課程（（（（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學及英語教學學及英語教學學及英語教學學及英語教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音樂音樂音樂音樂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由學系訂定音樂由學系訂定音樂由學系訂定音樂由學系訂定音樂 

學歷的要求學歷的要求學歷的要求學歷的要求 

會計學會計學會計學會計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應用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應用經濟學／／／／中國商中國商中國商中國商
貿學貿學貿學貿學／／／／財務學財務學財務學財務學／／／／人力人力人力人力
資源管理學資源管理學資源管理學資源管理學／／／／資訊系資訊系資訊系資訊系
統及電子商貿學統及電子商貿學統及電子商貿學統及電子商貿學／／／／ 

市場學市場學市場學市場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 

中國研究中國研究中國研究中國研究（（（（經濟經濟經濟經濟／／／／地理地理地理地理
／／／／歷史歷史歷史歷史／／／／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生物醫學生物醫學生物醫學生物醫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必須包括以下一科選修科目必須包括以下一科選修科目必須包括以下一科選修科目必須包括以下一科選修科目：：：：生生生生

物物物物、、、、化學及組合科學化學及組合科學化學及組合科學化學及組合科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生生生生

物物物物）／）／）／）／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物理物理物理物理））））

／／／／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 

無無無無 

中醫藥中醫藥中醫藥中醫藥 

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必須包括以下一科選修科目必須包括以下一科選修科目必須包括以下一科選修科目必須包括以下一科選修科目：：：：生生生生

物物物物、、、、化學及組合科學化學及組合科學化學及組合科學化學及組合科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生生生生

物物物物）／）／）／）／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物理物理物理物理)
／／／／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 

無無無無 

傳理傳理傳理傳理 電影電視電影電視電影電視電影電視／／／／新聞新聞新聞新聞／／／／組組組組
織傳播織傳播織傳播織傳播／／／／公共及廣告公共及廣告公共及廣告公共及廣告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理學理學理學理學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機科學機科學機科學機科學／／／／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分析和檢測科學分析和檢測科學分析和檢測科學分析和檢測科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歷史歷史歷史歷史／／／／地理地理地理地理／／／／政治及政治及政治及政治及
國際關係學國際關係學國際關係學國際關係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與康樂管理與康樂管理與康樂管理與康樂管理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歐洲研究歐洲研究歐洲研究歐洲研究（（（（法文法文法文法文））））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歐洲研究歐洲研究歐洲研究歐洲研究（（（（德德德德文文文文））））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中國研究中國研究中國研究中國研究（（（（經濟經濟經濟經濟／／／／地理地理地理地理
／／／／歷史歷史歷史歷史／／／／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雙學位課程雙學位課程雙學位課程雙學位課程 
（（（（地理地理地理地理／／／／歷史歷史歷史歷史／／／／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學及通識教學學及通識教學學及通識教學學及通識教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 

雙學位課程雙學位課程雙學位課程雙學位課程（（（（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學及英語教學學及英語教學學及英語教學學及英語教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由學系訂定視覺藝由學系訂定視覺藝由學系訂定視覺藝由學系訂定視覺藝

術學歷的要求術學歷的要求術學歷的要求術學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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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及及及及

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 
指指指指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 

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文學士文學士文學士文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學位學位學位學位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商學商學商學商學 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學士學位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學士學位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人類學人類學人類學人類學 /  
中國語言及文學中國語言及文學中國語言及文學中國語言及文學 /  
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研究 / 宗教研究宗教研究宗教研究宗教研究 
歷史歷史歷史歷史 / 日本研究日本研究日本研究日本研究 
語言學語言學語言學語言學 / 哲學哲學哲學哲學 / 神學神學神學神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英語文學科較優先英語文學科較優先英語文學科較優先英語文學科較優先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視覺藝術科較優先視覺藝術科較優先視覺藝術科較優先視覺藝術科較優先 

音樂音樂音樂音樂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以音樂為選修科或以音樂為選修科或以音樂為選修科或以音樂為選修科或

具同等學歷較優先具同等學歷較優先具同等學歷較優先具同等學歷較優先 

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翻譯翻譯翻譯翻譯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工商管理學士綜合課工商管理學士綜合課工商管理學士綜合課工商管理學士綜合課

程酒店及旅遊管理學程酒店及旅遊管理學程酒店及旅遊管理學程酒店及旅遊管理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環球商業學環球商業學環球商業學環球商業學 
國際貿易及中國企業國際貿易及中國企業國際貿易及中國企業國際貿易及中國企業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第第第第5級級級級)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5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財務與精算學財務與精算學財務與精算學財務與精算學/
計量金融學計量金融學計量金融學計量金融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單元單元單元單元1或或或或2)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 

專業會計學專業會計學專業會計學專業會計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 3 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文學士及教育學士文學士及教育學士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 

健康與健康與健康與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體育運動科學體育運動科學體育運動科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文學士文學士文學士文學士(英國語文研究英國語文研究英國語文研究英國語文研究)
及教育學士及教育學士及教育學士及教育學士 

（（（（英英英英國語文教育國語文教育國語文教育國語文教育））））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數學及數學教育數學及數學教育數學及數學教育數學及數學教育*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單元單元單元單元1或或或或2)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工程學工程學工程學工程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生物醫學工程學；；；； 
計算機工程學計算機工程學計算機工程學計算機工程學；；；； 
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 
電子工程學電子工程學電子工程學電子工程學；；；； 
能源工程學能源工程學能源工程學能源工程學*；；；； 
信息工程學信息工程學信息工程學信息工程學；；；； 
數學與信息工程學數學與信息工程學數學與信息工程學數學與信息工程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理系統工程與工程管理系統工程與工程管理系統工程與工程管理

學學學學）））） 

1科科科科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1或或或或 2））））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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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及及及及

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 
指指指指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 

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法律法律法律法律 法學法學法學法學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5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醫學醫學醫學醫學 

2科科科科 
【【【【下列一科選修下列一科選修下列一科選修下列一科選修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化化化

學學學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組合組合組合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及任何一及任何一及任何一及任何一

科選修科目科選修科目科選修科目科選修科目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護理學護理學護理學護理學 

2科科科科 
【【【【下列一科選修下列一科選修下列一科選修下列一科選修

科目為佳科目為佳科目為佳科目為佳：：：：生生生生

物物物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

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及任何一及任何一及任何一及任何一

科選修科目科選修科目科選修科目科選修科目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藥劑學藥劑學藥劑學藥劑學 

2科科科科 
【【【【化學及任何一化學及任何一化學及任何一化學及任何一

科選修科目科選修科目科選修科目科選修科目】】】】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醫學醫學醫學醫學 

公共衞生公共衞生公共衞生公共衞生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數數數學學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生物或組合科學生物或組合科學生物或組合科學生物或組合科學

(包括生物包括生物包括生物包括生物)或綜合或綜合或綜合或綜合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較優先較優先較優先較優先 
選擇一選擇一選擇一選擇一 

下列一科選修科目下列一科選修科目下列一科選修科目下列一科選修科目：：：：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理學理學理學理學 * 
（（（（生物化學生物化學生物化學生物化學；；；；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細胞及分子生物學細胞及分子生物學細胞及分子生物學；；；；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地球系統科學地球系統科學地球系統科學地球系統科學*；；；； 
環境科學環境科學環境科學環境科學；；；； 
食品及營養科學食品及營養科學食品及營養科學食品及營養科學；；；；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分子生物技術學分子生物技術學分子生物技術學分子生物技術學；；；；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統計學統計學統計學統計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選擇二選擇二選擇二選擇二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單元單元單元單元1或或或或2)(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及及及及任何一科選修科目任何一科選修科目任何一科選修科目任何一科選修科目(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 

1科科科科 
【【【【下列一科選修下列一科選修下列一科選修下列一科選修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 
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數學精研數學精研數學精研數學精研*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1或或或或 2) 
(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計量金融學及計量金融學及計量金融學及計量金融學及 
風險管理科學風險管理科學風險管理科學風險管理科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1或或或或 2)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續續續續) 

理學理學理學理學 

風險管理科學風險管理科學風險管理科學風險管理科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1或或或或 2)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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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及及及及

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 
指指指指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 

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 * 
（（（（建築學建築學建築學建築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地理與資源管理學地理與資源管理學地理與資源管理學地理與資源管理學；；；； 
政治與行政學政治與行政學政治與行政學政治與行政學；；；； 
新聞與傳播學新聞與傳播學新聞與傳播學新聞與傳播學；；；； 
心理學心理學心理學心理學；；；；社會工作學社會工作學社會工作學社會工作學；；；；

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城市研究城市研究城市研究城市研究 *））））

地理與資源管理學地理與資源管理學地理與資源管理學地理與資源管理學 
城市研究城市研究城市研究城市研究 * 
新聞與傳播學新聞與傳播學新聞與傳播學新聞與傳播學 
心理學心理學心理學心理學 
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建築學建築學建築學建築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及經濟科數學及經濟科數學及經濟科數學及經濟科 

較優先較優先較優先較優先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續續續續) 
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 

政治與行政學政治與行政學政治與行政學政治與行政學／／／／ 
社會工作學社會工作學社會工作學社會工作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英英英英

國語文國語文國語文國語文））））-小學小學小學小學／／／／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文學士文學士文學士文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語文研究語文研究語文研究語文研究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主修中文主修中文主修中文主修中文：：：：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文學第文學第文學第文學第2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 
主修英文主修英文主修英文主修英文：：：：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文學第文學第文學第文學第2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心理學心理學心理學心理學(有待審批有待審批有待審批有待審批)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數學主修數學主修數學主修數學主修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 3 級級級級)及數學科延伸及數學科延伸及數學科延伸及數學科延伸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1 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 2(第第第第 2 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常識主修常識主修常識主修常識主修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第第第第 3 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音樂音樂音樂音樂））））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音樂第音樂第音樂第音樂第3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體育第體育第體育第體育第3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通識通識通識通識））））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教育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資訊及資訊及資訊及資訊及 

通訊科技主修通訊科技主修通訊科技主修通訊科技主修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資訊及通訊科技或資訊及通訊科技或資訊及通訊科技或資訊及通訊科技或 1 科理科科目科理科科目科理科科目科理科科目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組合組合組合組合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第第第第 2 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全球及環境研究全球及環境研究全球及環境研究全球及環境研究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 

文理文理文理文理 

文學士文學士文學士文學士（（（（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創意藝術與文化創意藝術與文化創意藝術與文化創意藝術與文化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主修視覺藝術主修視覺藝術主修視覺藝術主修視覺藝術：：：：視視視視

覺藝術第覺藝術第覺藝術第覺藝術第 3 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 
主修音樂主修音樂主修音樂主修音樂：：：：音樂音樂音樂音樂 

第第第第 3 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級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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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及及及及

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 
指指指指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 

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應用科學應用科學應用科學應用科學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相關的單一科學科目相關的單一科學科目相關的單一科學科目相關的單一科學科目／／／／ 

組合科學較優先組合科學較優先組合科學較優先組合科學較優先 

– 數學科任何一數學科任何一數學科任何一數學科任何一

個延伸單元較個延伸單元較個延伸單元較個延伸單元較

優先優先優先優先（（（（只適用只適用只適用只適用

於工程物理學於工程物理學於工程物理學於工程物理學

及投資科學課及投資科學課及投資科學課及投資科學課

程程程程）））） 
– 另一單一科學另一單一科學另一單一科學另一單一科學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組合科組合科組合科組合科

學涵蓋餘下範學涵蓋餘下範學涵蓋餘下範學涵蓋餘下範

疇較優先疇較優先疇較優先疇較優先（（（（只只只只

適用於食物科適用於食物科適用於食物科適用於食物科

技及食物安全技及食物安全技及食物安全技及食物安全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電子計算電子計算電子計算電子計算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建設及建設及建設及建設及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包括物理的組合科學較包括物理的組合科學較包括物理的組合科學較包括物理的組合科學較 
優先優先優先優先(物業管理學及測量學課程物業管理學及測量學課程物業管理學及測量學課程物業管理學及測量學課程

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數學科任何一個延數學科任何一個延數學科任何一個延數學科任何一個延

伸單元較優先伸單元較優先伸單元較優先伸單元較優先（（（（物物物物

業管理學及測量學業管理學及測量學業管理學及測量學業管理學及測量學

課程除外課程除外課程除外課程除外））））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化化化學學學學、、、、組合科學或組合科學或組合科學或組合科學或

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 

數學科任何一個延數學科任何一個延數學科任何一個延數學科任何一個延

伸單元伸單元伸單元伸單元（（（（只適用於只適用於只適用於只適用於

工商管理及工程學工商管理及工程學工商管理及工程學工商管理及工程學

雙學位雙學位雙學位雙學位、、、、電機工程電機工程電機工程電機工程

學及機械工程學學及機械工程學學及機械工程學學及機械工程學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時裝及紡織時裝及紡織時裝及紡織時裝及紡織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生物醫學工程生物醫學工程生物醫學工程生物醫學工程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任何單一科學科目任何單一科學科目任何單一科學科目任何單一科學科目/ 

組合科學較優先組合科學較優先組合科學較優先組合科學較優先 
數學科任何一個延數學科任何一個延數學科任何一個延數學科任何一個延

伸單元較優先伸單元較優先伸單元較優先伸單元較優先 

眼科視光學眼科視光學眼科視光學眼科視光學 單一科學科目較優先單一科學科目較優先單一科學科目較優先單一科學科目較優先 
組合科學涵蓋餘下組合科學涵蓋餘下組合科學涵蓋餘下組合科學涵蓋餘下

範疇較優先範疇較優先範疇較優先範疇較優先 

物理治療物理治療物理治療物理治療;職業治療職業治療職業治療職業治療 無無無無 

醫療化驗科學醫療化驗科學醫療化驗科學醫療化驗科學;放射學放射學放射學放射學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包括生物的組合科學包括生物的組合科學包括生物的組合科學包括生物的組合科學 

較優先較優先較優先較優先 

醫療科學醫療科學醫療科學醫療科學 

護理學護理學護理學護理學; 
精神健康護理精神健康護理精神健康護理精神健康護理學學學學 

1科科科科* 
(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包括生物的組合科學包括生物的組合科學包括生物的組合科學包括生物的組合科學 
較優先較優先較優先較優先 

數學科任何一個數學科任何一個數學科任何一個數學科任何一個 
延伸單元較優先延伸單元較優先延伸單元較優先延伸單元較優先 

酒店及旅遊酒店及旅遊酒店及旅遊酒店及旅遊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文化及文化及文化及文化及

傳意傳意傳意傳意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香港理工大學香港理工大學香港理工大學香港理工大學 

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 -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2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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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及及及及

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 
指指指指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 

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理學理學理學理學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 
� 生物化學生物化學生物化學生物化學 
� 生物學生物學生物學生物學 
�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應用數學應用數學應用數學應用數學) 
�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 
�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數學及物理學數學及物理學數學及物理學數學及物理學) 
�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純數學純數學純數學純數學) 
�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純數學純數學純數學純數學－－－－進階進階進階進階) 
�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統計及財務數統計及財務數統計及財務數統計及財務數

學學學學) 
�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數學及經濟學數學及經濟學數學及經濟學數學及經濟學) 
� 分子生物醫學科學分子生物醫學科學分子生物醫學科學分子生物醫學科學 
� 物理學物理學物理學物理學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無無無無 

工學工學工學工學 

工學士工學士工學士工學士  
� 化學工程學化學工程學化學工程學化學工程學  
� 化學工程及生物分子化學工程及生物分子化學工程及生物分子化學工程及生物分子

工程學工程學工程學工程學  
� 化學及環境工程學化學及環境工程學化學及環境工程學化學及環境工程學 
� 土土土土木工程學木工程學木工程學木工程學  
�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 
� 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  
� 計算機工程學計算機工程學計算機工程學計算機工程學  
� 電子工程學電子工程學電子工程學電子工程學  
�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理工業工程及工程管理工業工程及工程管理工業工程及工程管理

學學學學  
� 物流工程及管理學物流工程及管理學物流工程及管理學物流工程及管理學 
� 機械工程學理學士機械工程學理學士機械工程學理學士機械工程學理學士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 
� 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 

工商管理學士工商管理學士工商管理學士工商管理學士 
�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 財務學財務學財務學財務學  
� 綜合商業管理綜合商業管理綜合商業管理綜合商業管理  
� 環球商業管理環球商業管理環球商業管理環球商業管理  
� 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  
� 管理學管理學管理學管理學  
� 市場學市場學市場學市場學  
� 營營營營運管理學運管理學運管理學運管理學  
� 專業會計學專業會計學專業會計學專業會計學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 
� 經濟及財務學經濟及財務學經濟及財務學經濟及財務學  
� 計量財務學計量財務學計量財務學計量財務學 

無無無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人文社會人文社會人文社會人文社會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  
� 環球中國研究環球中國研究環球中國研究環球中國研究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或或或或 
 
 

1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如申請人修畢如申請人修畢如申請人修畢如申請人修畢

數學延伸單元數學延伸單元數學延伸單元數學延伸單元 
1或或或或2，，，，並達並達並達並達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任何學院任何學院任何學院任何學院 
(理學理學理學理學，，，，工工工工

學學學學，，，，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

和人文社會和人文社會和人文社會和人文社會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跨學科課程辦事處提跨學科課程辦事處提跨學科課程辦事處提跨學科課程辦事處提

供的跨學科的主修課供的跨學科的主修課供的跨學科的主修課供的跨學科的主修課

程程程程  
� 科技及管理學雙學位科技及管理學雙學位科技及管理學雙學位科技及管理學雙學位 
�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風險管理及風險管理及風險管理及風險管理及

商業智能學商業智能學商業智能學商業智能學）））） 
�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環境管理及環境管理及環境管理及環境管理及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 

獲任何一間學院獲任何一間學院獲任何一間學院獲任何一間學院 
（（（（理學院理學院理學院理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工商管理學院和人文社會科學院工商管理學院和人文社會科學院工商管理學院和人文社會科學院工商管理學院和人文社會科學院））））取錄的學取錄的學取錄的學取錄的學

生生生生，，，，可在完成學院的一年課程後可在完成學院的一年課程後可在完成學院的一年課程後可在完成學院的一年課程後，，，，選擇一個跨學科的主修課程選擇一個跨學科的主修課程選擇一個跨學科的主修課程選擇一個跨學科的主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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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及及及及

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 
指指指指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 

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文學文學文學文學／／／／法律法律法律法律 

Bachelor of Arts 
（（（（Literary Studies）））） 
and Bachelor of Laws
（（（（課程未有中文譯名提供課程未有中文譯名提供課程未有中文譯名提供課程未有中文譯名提供））））

（（（（新雙學位課程新雙學位課程新雙學位課程新雙學位課程，，，，有待大學有待大學有待大學有待大學

教務委員會核准教務委員會核准教務委員會核准教務委員會核准，，，，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2011年年年年 9月推出月推出月推出月推出））））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5級級級級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 /  
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 
（（（（會計及財務會計及財務會計及財務會計及財務））））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商業及環球管理商業及環球管理商業及環球管理商業及環球管理））））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 
（（（（法學法學法學法學））））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5級級級級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工商管理學學士 
(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1
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2：：：：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經濟學學士經濟學學士經濟學學士經濟學學士 /  
經濟金融學學士經濟金融學學士經濟金融學學士經濟金融學學士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經濟及經濟及經濟及經濟及 
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工商管理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計量金融計量金融計量金融計量金融））））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1
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2：：：：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牙醫牙醫牙醫牙醫 牙醫學士牙醫學士牙醫學士牙醫學士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通識教育：：：：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 
(運動及健康運動及健康運動及健康運動及健康)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 

(言語及聽覺科學言語及聽覺科學言語及聽覺科學言語及聽覺科學)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包括生物包括生物包括生物包括生物) 

無無無無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工學學士工學學士工學學士工學學士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包括物理包括物理包括物理包括物理) 

數學科延伸單元數學科延伸單元數學科延伸單元數學科延伸單元1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2優先優先優先優先

（（（（但非必須但非必須但非必須但非必須））））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 
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但非必須但非必須但非必須但非必須）））） 

法律法律法律法律 法學士法學士法學士法學士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5級級級級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中醫全科學士中醫全科學士中醫全科學士中醫全科學士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無無無無 

藥劑學學士藥劑學學士藥劑學學士藥劑學學士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包括化學包括化學包括化學包括化學)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內外全科醫學士內外全科醫學士內外全科醫學士內外全科醫學士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包括化學包括化學包括化學包括化學)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 

醫學醫學醫學醫學 

護理學學士護理學學士護理學學士護理學學士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無無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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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選修科目總數及及及及

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所需成績 
指指指指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定科目要求 

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其他指定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以下其中一科︰︰︰︰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理物理物理物理、、、、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無無無無 

理學理學理學理學 

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理學士 
(精算學精算學精算學精算學)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數學科延伸單元1
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或單元2：：：：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學士 

（（（（政治學與法學政治學與法學政治學與法學政治學與法學））））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第第第第5級級級級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第第第第4級級級級 

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 
(續續續續) 

有關學院有關學院有關學院有關學院 其他課程其他課程其他課程其他課程 2科科科科(第第第第3級級級級)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註註註註︰︰︰︰以上資料節錄自以上資料節錄自以上資料節錄自以上資料節錄自教育局網頁教育局網頁教育局網頁教育局網頁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ER_of_UGC_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