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選科家長講座
2021

李玉怡老師
事業及生涯規劃組主任



7:00-7:45 pm1.如何作選擇,升學動向

2.科目組合,計分方法及派
位機制

3.答問



做選擇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A8Oj_4s7gAhXEQN4KHb3FAkgQjRx6BAgBEAU&url=https://bi-survey.com/decision-making-styles&psig=AOvVaw0ljaZf0MRN9NQS0PDU5Oy6&ust=1550905384979473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_7rOT487gAhXZBIgKHdHhBoQQjRx6BAgBEAU&url=https://anyaworksmart.com/2012/10/18/how-good-are-you-in-making-decisions-part-3-managers-role-in-the-process-of-making-decision/&psig=AOvVaw0ljaZf0MRN9NQS0PDU5Oy6&ust=1550905384979473


2018/19學年
全港高中學生
修讀的選修科目
組合百分比

https://334.edb.hkedcity.net/new/tc/planning.php

https://334.edb.hkedcity.net/new/tc/planning.php


選科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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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4A 4B 4C 4D

選修科 地理 經濟 生物 化學

數學延伸部分 M1 / M2

選修科
歷史 / 經濟 / 企財(會計) / 化學 / 資訊及通訊

科技

選修科 中史 / 生物 / 物理 / 企財(管理)



作知情的選擇
(make informed choice)

◦探索自己

(self-exploration)

◦認識環境
(understanding      

the environment) 



認識自己



選科考慮因素

興趣

具備相當能力，才
能於相關學科或職

業作良好發揮

在有興趣的學科
或職業發展，有
利取得優良成績
及發展良好事業。

選修合適的學科或從事
有興趣的職業有助興趣

的進一步昇華。





探索升學及職業興趣的實用工具



R實務型
有活力的、
具運運細胞、
懂機械操作、
喜歡動物

彩蜜派對

I 探究型
喜歡探究、
尋根究底、
擅長分析及
解決難題

E企業型
主動、具領
袖才能、能
言善辯、實

事求事

C常規
型
有條理、

講求規律、
循規蹈矩、

自律的

A藝術型
具想像力、
有創意、相
信直覺、喜
歡變化的

S社會型
熱情、合群、
擅於表達自
己、喜歡幫

助別人

何倫 Holland



認識環境





Google Classroom





參與院校
政府/SSSDP資助 非政府資助

學士學位 副學位 學士學位

香港城市大學 3322 + 33
(M1/M2可作一選修科)

22222 ---

香港浸會大學 3322 + 33
(M1/M2可作一選修科)

--- ---

嶺南大學 33222 --- ---

香港中文大學 3322 + 33
(M1/M2可作一選修科)

--- ---

香港教育大學 33222
(M1/M2可作一選修科)

22222 ---

香港理工大學 3322 + 33
(M1/M2可作一選修科)

22222 ---

香港科技大學 3322 + 33
(M1/M2可作一選修科)

--- ---

香港大學 3322 + 33 --- ---

香港公開大學 --- --- 33222

SSSDP課程院校 33222 22222 ---

基本入學要求 (2021)



高中通識科新學年將大幅改動，成績評級簡化為「達標」與
不「達標」，連帶影響大學收生要求。《香港01》獲悉，八
間資助大學校長近月曾與教育局商討收生門檻，初步同意四
個核心科要求門檻由「3322」，轉為「332A（達標，
Attained）」，至於新通識科如何計分、選修科數目要求，則
交由各大學決定。據悉，當局亦希望大學從收生要求著手，
鼓勵學生多讀選修科。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IR/UCAS_Factsheet_Eng.pdf



(例) 建築相關學科
中大 建築學 /

港大 建築學/園境學/建築文物保護/城
市研究/ 測量學

/

城大 建築學及土木工程 以下任何一個科目
達3級：
- 組合科學(生物+

物理/化學+物理)
- 綜合科學
- 物理

理大 建築工程及管理學/ 屋宇設備工
程/ 土木工程

物理/ 包括物理的組
合科學較優先
數延單元一或二

理大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 /



(例)工商管理學是否必修經濟科?

經濟科非必修科目，相反，
不同院校對核心科目

(*英、數) 有指
定的要求。



參考資料



放寬基本收生要求 [部分]

院校 酙情處理 特別考慮 其他

中文
大學

未達到大學最
低門檻 應考至少三科STEM相關

選修科並考獲至少三粒星

首三志願
（Band A）

工學院及理學
院

科技
大學

任何一科
未達
「332233」 其他科目平均達5*級

首志願 所有學系

理工
大學

中文和英文科
未達第三級 其餘五科合共取得六粒星

或以上

首三志願
（Band A）

所有學系

城市
大學

任何一科
未達
「332233」

其他科目平均達5*級
首三志願
（Band A）

所有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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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通過學系的面試 ; 不設名額限制 ; 個別要求指定科目取得特定成績的課程，則不
包括在內



（《明報》22-5-2019）

港大:內外全科醫學士、生物醫
學學士課程和藥劑學學士課程
除外

中大: 醫學課程、醫學（環球醫
學領袖培訓專修）課程除外

https://www.facebook.com/hkuofficial/photos/a.1817083

531902457/2188457908098349/?type=3&theater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

81103/s00001/1541214051339?fbclid=IwAR3Rt7oz6u4SfrTZ

yEoU_T8MvZZievc1P3LfieOfyBXdtc3Hthp5mQwpA1g

港大、中大、理大
新計分機制

https://www.facebook.com/hkuofficial/photos/a.1817083531902457/2188457908098349/?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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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1200 Global Research Enrichment and Technopreneurship (GREAT) 環球
精研與科創課程

JS1201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options: BEng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BEng Civil Engineering, BSc Surveying)
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 [選項: 工學士(建築工程)、工學士(土木工程)、
理學士(測量學)]

JS2350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in Journalism
傳理學學士 - 新聞主修

JS2360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傳理學學士 - 公關及廣告主修

JS3844 BBA (Hons)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Analytics
供應鏈管理及分析(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JS8416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WrqW84MLWAhWJX5QKHViBBmYQjRwIBw&url=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ty_University_of_Hong_Kong&psig=AFQjCNGLLRfm1BmcJa4wGaF5SWGiYSgAVw&ust=1506511940249161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Qo_bPzdfdAhWbAYgKHaC3DOwQjRx6BAgBEAU&url=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1bnT3_ELtqWMnTHh82Ljw&psig=AOvVaw1C3VjQgQu6RHckXGhsF_r9&ust=1538014761475637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dnbWsxtfdAhXbQd4KHT1EAoYQjRx6BAgBEAU&url=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90%86%E5%B7%A5%E5%A4%A7%E5%AD%B8&psig=AOvVaw0TecYwMdXGEn5Vofcpi9qc&ust=1538012811700699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HgbKBzNfdAhXIMt4KHVmfBTEQjRx6BAgBEAU&url=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5%99%E8%82%B2%E5%A4%A7%E5%AD%B8&psig=AOvVaw2UnH8anz0CNF8wuJ8QxeiM&ust=153801432930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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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9718 Bachelor of Science with Honours in Computer Science
電腦科學榮譽理學士

JS9719 Bachelor of Science with Honours in Cyber and Computer Security
網絡及電腦安全榮譽理學士

JS9721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with Honours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屋宇設備工程及可持續發展榮譽工學士

JS9722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with Honours in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土木及環境工程榮譽工學士

JSSA03 Offered by CIHE: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Physiotherapy
由明愛專上學院開辦：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SSSDP

JSSA04 Offered by CIHE: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由明愛專上學院開辦：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JSSH06 Offered by HSUHK: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Art and Design
由恒大開辦：藝術設計（榮譽）文學士

JSSU55 Offered by OUHK: Bachelor of Science with Honours in Physiotherapy
由公開大學開辦：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JSSU69 Offered by OUHK: Bachelor of Science with Honours in Food Testing Science
由公開大學開辦：食品測試科學榮譽理學士

JSSU70 Offered by OUHK: Bachelor of Science with Honours in Data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由公開大學開辦：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JSSW01 Offered by UOWCHK: Bachelor of Aviation (Honours) in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由香港伍倫貢學院開辦：營運及管理（榮譽）航空學士

JSSY01 Offered by HKSYU: Bachelor of Commerce (Honours) in Financial Technology
由仁大開辦：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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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商業經濟) BBA Business Economics

工商管理學士(金融) BBA Finance

工商管理學士(環球商業系統管理) BBA Global Business Systems 

Management

工商管理學士(資訊管理) BBA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工商管理學士(商業分析) BBA Business Analysis

工商管理學士(商業營運管理) BBA Business Operations 

Management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 [選項: 社會科學學士(犯罪學及社會學)、社會科學學
士(心理學)、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社會科學學士(犯罪學及社會學) BSocSc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社會科學學士(心理學) BSocSc Psychology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 BSocSc Social Work

課程新動向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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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in Creative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

英國語言文學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人文學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in Humanities

宗教、哲學及倫理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in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Ethics

翻譯學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in Translation

全球演技藝術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Global 

Acting

課程新動向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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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

語言學及翻譯學(榮譽)文學士學位 BA (Hons) i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專業英文(榮譽)文學士學位 BA (Hons) in English Studies 

for the Professions

香港中文大學

環球經濟與金融跨學科主修課程 Interdisciplinary Major 

Programme in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Ａ組 Science (Group A)

理學Ｂ組 Science (Group B)

課程新動向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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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

環球博雅教育(榮譽)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Global Liberal Arts

香港教育大學

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History)

課程新動向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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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6212
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s

文理學士

JS6224

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Appl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文理學士 (應用人工智能)

JS6236
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Design+

文理學士 (設計＋)

JS6248

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Financial 

Technology

文理學士 (金融科技)

JS6250

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Global Health and 

Development

文理學士 (環球衞生及發展)

課程新動向(2019)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YntnnwdfdAhUNO3AKHWLpC5QQjRx6BAgBEAU&url=https://www.hku.hk/&psig=AOvVaw1mOzcCYzAHWAIHyT-Ec9kW&ust=1538011592673569


告別初中迎接高中



家長子女成為最佳伙伴
家長 子女

跟子女分享你的經驗
聆聽子女的心聲

與父母坦誠分享自己的想法、
內心掙扎

多與子女討論關於學習、
升學及事業發展的問題

與父母一同留意關於學習、
升學及事業發展的資訊

接納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 肯定自己的優點、
克服自己的弱點

引導子女發揮潛能、
鼓勵子女裝備自己, 

參加多元化的「其他學習經歷」

勇於接受挑戰、
開拓自己的視野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