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額「大洗牌」考生選科趨保守
去年收生分數參考價值低 學生難「捉路」求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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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課程 學額

港大

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 18

文理學士 24

應用人工智能 15

設計＋ 15

金融科技 24

環球衛生及發展 20

中大

中國研究 15

幼兒教育 21

人工智能：系統與科技 30

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 20

科大

綜合系統與設計 25

城大

數據科學學院 20

數據科學 30

數據與系統工程 20

生物醫學工程 50

獸醫學 30

理大

社會政策及社會創業 18

可持續結構及消防工程學 30

投資科學及金融分析 19

旅遊業及會展管理 32

浸大

創意產業音樂學士 15

傳理學學士 -電影電視專修 26

地理/ 歷史/ 社會學及個人

、社會及人文教學(雙學位課程) 10

商業計算及數據分析 15

嶺大

環球博雅教育 20

數據科學 25

教大

英國語文教育小學 20

資料來源：大學聯招處網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八大主要新增課程及學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
基）面對本屆聯招的多項變動，
應屆考生意見大不同。有考生認
同過往分數參考價值下跌，而個
別院校公佈計分方式的時間較
晚，令學生未及調整應考策略；
惟亦有自信英文「坐5望星」的
考生表示，港大及中大的新計分
方法可為自己帶來更大優勢，使
其首三志願的選擇更為堅定。
就讀皇仁舊生會中學的應屆文

憑試生陳同學表示，於Band A
的位置放了較感興趣的傳媒相關

科目。他認為，各個院校的新計
分方式對想「衝5」的學生來說
影響頗大，而相關院校公佈的時
間較晚，對溫習策略有所影響。
因考生若預先知道計分方式有所
改變，或可即時調整各科溫習時
間比重，專攻自己有把握拿5或
以上成績的科目，務求在新計分
方法下爭取最大優勢。
同校的應屆考生蔡同學則認

為，今年部分大學推出新計分
法，讓今年收生成績可能有較大
變動，「過往的分數不再有那麼

多參考價值」。但他認為，相關
措施對成績較低的學生來說，可
能沒有多大影響。
就讀德望學校的中六生李同學

表示，Band A都放上了護理學
課程。她預計自己最佳五科能考
取22分，而英文有信心獲得5或
以上成績。她認為自己在港大及
中大新的計分方法下，可獲得更
大優勢，但放榜後若成績不理
想，會將英語、教育相關科目置
於較前位置，以增加入讀大學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姜嘉軒）大學聯招
（JUPAS）首輪課程
改選截止，8大陸續
公佈改選結果。過去
多年位列「爭崩頭
榜」首位、動輒逾百
人爭一學額的教育大
學幼兒教育課程，今
年競爭情況隨學額大
增及多校開設同類課
程而見紓緩，「僅」
得38人爭1學位；浸
會大學的傳理學電影
主修（動畫及媒體藝
術專修）則成今年競
爭最激烈課程，錄得
48人爭1學位，其次為教大只得
10個學額的中史教育學士，平
均41人爭1學位。
去年同期吸引2,030人競爭18

個學額的教大幼教課程，今年
學額大幅增加至 49 個，其
BAND A首三志願報讀人數輕
微下降至1,839人，競爭情況明
顯紓緩。另一方面，新學年港
大及中大亦分別開設幼教學
士，有機會令部分心儀該科目

考生轉投報讀。其中提供21個
學額的中大幼教學士，有708人
申請，約34人爭1位，亦屬較
激烈課程。
至於去年在「爭崩頭榜」居

次的浸大動畫及媒體藝術專修
今年正式「坐正」，共有667人
爭14個學額，平均48人爭1學
位。
其餘競爭比較激烈的課程包

括理大的酒店業管理，40人爭1

位；浸大體育及康樂管理，39
人爭1位；教大體育教育，37人
爭1位；理大旅遊業及會展管
理，34人爭1位；浸大地理/歷
史/社會學及通識教學（雙學位
課程），34人爭1位。
以總報讀人數計，則以中大

理學、港大護理學，及中大工
程學較受歡迎，分別有 2,191
人 、 2,121 人 及 2,075 人 以
BAND A報讀。

學額大增 教大幼教課38人爭1位

聯招新計分法 考生有喜有愁

近月多所大學先後宣佈推出聯招收生新安排，當中
以港大及中大更改計分機制的影響較大，兩校均

會為考生取得5、5*或5**的科目，分別額外加0.5、1
或1.5分，有關調整適用於兩校除醫科以外的本科課
程。

新計分機制利單科尖子
按照上述新做法，以兩名最佳5科分別為「44444」

及「5**5**222」總分同為20分的學生作比較，前者
新換算維持20分，後者卻增至23分，明顯有利於個
別專長科目「摘星」的單科尖子。同時，多所大學亦
有作出形形色色的彈性收生調整，包括酌情處理核心
科未達「3322」但其他多個科目「摘星」考生，亦讓
本屆大學聯招取錄情況變得更難預料。

醫療學科學額「加碼」
此外，有鑒今年正值八大 3年一度學額「大洗
牌」，8大新增了20多個課程選項涉及數百個學額
（見附表），有關學科收生均沒有先例可循。
同一時間，多所大學均有學科學額大增大減，例如
浸大中國研究從去年2018學年首年學額52個，減至
2019學年的20個；中大社會科學院收生學額亦從88
個減至新學年65個；嶺大社會科學亦由124個學額減
至98個。
至於兩大醫科各增30個學額，護理、牙醫及專職醫
療學科學額亦「加碼」；教大小學常識及數學科名額
也倍增，前者由20個增至45個，後者更由15個增3
倍多至70個。
由於過往聯招收生數據均以「中位數」計，即所有
獲取錄者中排「正中間」分數，當新學年學額大增大
減，其參考價值便會大跌，讓考生難以參考作預算。
「青年新世界」早前曾就大學調整聯招計分機制進
行意見調查，近七成受訪考生認為調整太遲公佈，該
機構副主席鄧咏堯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指，過往每年
大學學額與收生成績均有微調，惟今年變動卻明顯特
別大，對應屆考生而言難免會有「訊息混亂」感覺。
「其實最近收到不少同學求助，選科策略會『冇咁
進取』，甚至『打定輸數』。」他舉例，有學生參考
去年收生分數時，仍只看「中位數」，而忽略「四分
三位數」等數據，其中一位心儀護理學科的學生，縱
使預計成績達到去年的「四分三位數」，但有感今年
各科環境大變，對分數參考價值欠把握，寧願將翻譯
系、英語系等收分較低的學科放於Band A首三志
願。

專家倡「穩中求博」心儀科
鄧咏堯表示，理解學生「求穩」心態，但強調選科
應考慮自己的志向，不宜將收分較低，卻不感興趣的
「水泡科」填滿Band A，而可考慮「穩中求博」，至
少放入一個真正感興趣的課程。
被問到在高材生圈子中最受歡迎的醫療類科目情
況，他認為今年學額縱有上升，但競爭依然激烈，對
學生來說難度與往年相若。惟去年的收生分數已未必
有太大參考價值，因經非聯招入讀的比例仍存在「灰
色地帶」，加上面試佔不少比重，縱使考生成績達到
去年錄取分數，「但能否入讀醫科，很難說是『十拿
九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姜嘉軒）

大學聯招辦法（JUPAS）首輪課程改選前晚

完結，如何妥善安排選科志願，相信已令一

眾應屆考生費煞思量。尤其今年港大中大修

改計分方法，加上八大經過學額「大洗牌」

新增多個課程，而且現有學科學額亦大幅變

動，環境今非昔比。有支援升學輔導的青年

團體指，有關變動下過往聯招收生數據參考

價值大跌，難以「捉路」下或引致部分考生

選科時傾向保守，近月已接獲多宗同類抉擇

求助個案，可見學生深受困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去
年成立的「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
組」昨日公佈諮詢文件，提出檢討職專
教育於香港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定位，包
括參考外國頒授「技術學士學位」或
「理工學位」資歷的經驗，探討設立以
實用技能為主導、能同時發展專業職業
資歷的「職專學位」，並透過現時5,000
個八大學高年級銜接課程名額的分配以
推行「職專學位」課程。
職專教育專責小組在去年成立，其諮
詢文件從建立明確路徑、中學推廣等方
面提出多項建議，並邀請各持份者於7月
12日或之前提交意見。

設實用技能主導職業學位
專責小組表示，香港社會對「學位課

程」的理解，普遍停留於學術科目的通

用技能和知識，但實際上包括護理、工
程等學科，其實亦屬於職業或專業導
向，所以提出要檢討職專教育在整體高
等教育制度中的定位。
具體而言，應該探討以實用技能為主

導的「職專學位」的可取之處，有關資
歷與一般學位不同 ，可以結合學術學位
的基本理論成分和實用學習元素，其行
業經驗亦會得到相關專業認可。
小組又指，包括加拿大、芬蘭、澳洲

等地有頒授「技術學士學位」或「理工
學位」等資歷，可見「職專學位」課程
並不罕見。而在港推行方面，小組指可
檢討現時教資會八大5,000個高年級銜接
名額的分配，達到「職專學位」課程的
目標。
至於現有的高級文憑課程，小組認為

可加強其於職專高等教育主要路徑的角

色；另外亦應於資歷架構下建立職業資
歷，為畢業生和在職人士在行業中建立
明確的進階路徑，以提升專業水平。
此外，文件又提出在現有中學生涯規

劃的基礎上，可透過各種渠道，增加初
中生接觸職專教育活動的機會，例如鼓
勵「商校合作計劃」夥伴為初中生提供
職業探索活動等，並繼續通過應用學習
來推廣職專教育。
專責小組主席鍾志平表示，職專教育

在擴大年輕人和在職人士學習機會，及
培育香港所需的人力資源方面發揮舉足
輕重的角色，現時職專教育已涵蓋工
程、商業未來和行政管理、社會服務以
及酒店等領域的學科，期望政府加強推
廣工作，讓社會更全面地了解職專教育
的最新發展，從而在升學進修方面作出
合適的決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為協助應屆文憑試考生迎接
7月10日放榜日，教育局製作
「710 三寶」：「e 導航」、
「710 升學及就業地圖」及
「2019放榜指南針」，並上載
至教育局網站「2019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放榜資訊專頁」
（www.edb.gov.hk/s6），讓學
生、家長及學校能適時取得有用
資訊。
電子工具「e導航」可為使

用者搜尋本地不同程度的課程資料，包
括學士學位、副學位及毅進文憑課程；
「710升學及就業地圖」提供多元出路的
信息及報讀院校的重要日程，讓學生可
依期辦理相關的手續；「2019放榜指南
針」則臚列各項與文憑考試放榜相關的
重要信息，如升學、多元出路及各服務

機構的資訊。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期望所有畢業生好

好利用「710三寶」和新學制下多元、靈
活和多階進出的升學和職業發展途徑，依
從個人興趣、需要和性向選擇合適的路
向，發揮潛能，在不同的領域盡展所長，
實現人生抱負。

教局製「710三寶」分享升學資訊專責小組倡檢討職專教育定位

部分競爭激烈課程
大學

浸大

教大

理大

浸大

教大

教大

*以BAND A（首三志願）計

資料來源：各大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課程

傳理學
電影主修

動畫及媒體藝術專修

中國歷史教育

酒店業管理

體育及康樂

幼兒教育

體育教育

學額

14

10

45

26

49

31

報讀人數*

667

412

1,816

1,001

1,839

1,159

每學額競爭人數

48

41

40

39

38

37

■教育局製作「710三寶」助考生迎放榜。網頁截圖

■港大及中大更改計分機制影響考生選科策略。圖為中大資訊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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