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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入學資訊日 
專題講座「探索浸大課程與聯招申請策略」 

問題及答案撮要 
2015 年 10 月 17 日 

 
入學要求及計分方法 
 
問：各學院會看重文憑試那些科目？  

文學院 文學士（聯合收生課程）對各科的計分比重相同。英國語

言文學及英語教學 (雙學位課程)對語文科的計分比重較

高，英文及英國文學科比重是 2 倍，中文科比重是 1.5 倍。

音樂文學士看重申請人的音樂成績，須要達到皇家音樂學

院 8 級演奏文憑及 5 級理論水平。 
工商管理學院 無特別看重某一個選修科目，英文科比重為 1.5 倍。 
中醫藥學院 中醫藥學院要求申請人考獲兩科選修科達到第二級。中醫

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課程要求其中一科選修科為生

物、化學或組合科學，當中生物科比重為 1.5 倍，化學及組

合科學的比重為 1.25 倍。中藥學學士要求其中一科選修科

為化學。 
傳理學院 比較看重中、英文科，比重為 1.25 倍。 
理學院 理學士學程會考慮文科生的申請，有關同學可修讀計算機

科學為主修。因此，沒有看重某一個選修科目。但如果出

現同分的情況，曾修讀理科科目的同學會被優先考慮。 
社會科學院 基本上沒有特別看重某一科，不同課程有不同的計分比重。 
視覺藝術院 所有科目的計分比重相同。希望申請人對視覺藝術有多方

面認識。如果申請人修讀視覺藝術，其經驗對提交視覺藝

術作品集會有幫助，但申請人不一定須要曾修讀視覺藝術。 
 
問：浸會大學如何計算文憑試成績分數？科目比重如何影響入學分數的計算方

法？  
教務長 視乎不同課程的安排。例如理學士課程採用相同的科目比

重；其他課程或會設有不同科目比重的課程，該等課程則

會按申請人不同的科目比重作考慮。有關 2016 年各課程的

科目比重，請於 2016 年 3 月瀏覽以下網頁：

http://ar.hkbu.edu.hk/admissions/jupas/assessmentcriteria  
 

http://ar.hkbu.edu.hk/admissions/jupas/assessment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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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會否計算 M1/M2 的成績？  
理學院 理學院將 M1/M2 當作一個選修科。 
其他學院 其他學院在計算申請人分數的時候，也會計算 M1/M2 的成

績。但 M1/M2 的成績不能取代選修科的入學要求。 
 
面試 
問：各學院在面試時，會考慮申請人那一方面的表現？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會邀請選擇組別為 Band A 的申請人參加面

試。面試表現優異的申請人將會獲得加分。面試以小組形

式進行，主要考核申請人的溝通及分析能力和時事觸覺。 
小組面試時間約 45 分鐘，包括：自我介紹、小組討論及發

問三部份。建議申請人在發問環節提出問題，藉此反映對

修讀工商管理的熱誠。 
中醫藥學院 中醫藥學院的第一輪面試在 6 月中、下旬舉行。面試以廣

東話、普通話及英語進行，因為中醫藥學院的課程主要以

普通話及英文授課。文憑試放榜後會舉行第二輪面試，邀

請對象是文憑試成績比較好及選擇組別 Band A 的申請人。

第一輪面試名額比第二輪面試多，兩輪面試沒有分別，所

以申請人只會獲邀請參加一次面試。面試的目的不是考核

申請人對中醫的認識，中醫藥學院在面試時主要考慮申請

人的質素如愛心及誠信。申請人亦需要在小組面試中表現

出優異的溝通能力。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士課程將會在文憑試放榜後舉行面試。面試以

小組形式採用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進行。衣著方面，只

要端莊得宜便可。申請人應該在面試中表達對學科的興

趣，在小組討論中應表現出優異的溝通能力及促進小組討

論的能力。 
視覺藝術院 面試佔整體分數 50%。申請人於面試時須帶同部份原創作

品，另外即場須要創作一件作品並於面試時作答。申請人

提交的作品不要太大，否則難以運送。申請人須儘量提交

實物，不要提交作品的照片，以方便考官瞭解有關作品。

面試會考核申請人對視覺藝術的認識。有關面試及提交視

覺藝術作品集的詳細資料，可瀏覽視覺藝術院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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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驗及成就 (Other Experiences & Achievements) 
問：會否考慮申請人的其他學習經驗，例如：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OEA)及學

校評核報告(School Reference Report (SRR))？  
工商管理學院 如果選擇組別為 Band A 的工商管理學院申請人數太多，工

商管理學院會以申請人的 OEA 及 SRR 作為邀請參加面試

的考慮因素。而 OEA 及 SRR 也是工商管理學院課程的

tie-breaker。 
中醫藥學院 中醫藥學院會考慮申請人 OEA 中有關社會服務的項目。在

文憑試放榜前的面試，中醫藥學院會以申請人的中學校內

成績作為邀請參加面試的考慮因素。 
社會科學院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社會工作學士及地理／歷史／社

會學及通識教學 (雙學位課程)均會考慮申請人的 OEA 資

料。 
視覺藝術院 視覺藝術院十分重視申請人的生活及學習經驗，因為這些

經驗會影響申請人的創作。 
 
分配主修 
問：各學院如何分配學生的主修科目？  

文學院 同學在修讀一年級後選擇主修科目。主要以同學在浸會大

學第一年的校內成績及文憑試成績作為分配主修科目的考

慮因素。若果同學未能主修心儀的科目，也可以透過副修

或選修修讀有關學科。 
工商管理學院 同學在修讀一年級後選擇專修科目。在 2016/17 年開辦的企

業家學專修需要面試，其他專修科目則按同學的意願分派。 
傳理學院 主要考慮同學的文憑試成績、在浸會大學第一年的校內成

績、同學的意願及面試。面試佔較輕比重，主要是瞭解同

學對主修科目的興趣及是否適合就讀有關的主修科目。 
理學院 同學在一年級修讀學院的共同課程，瞭解多個主修科目及

以跨學科的知識基礎解決科學問題。各主修均設有名額，

藉此增加同學的學習積極性。 
 
問：如果同學在中學沒有修讀有關的理科科目，能否應付理學院的課程？  

理學院 即使同學在中學沒有修讀有關的理科科目，也可以應付一

年級的課程。如果同學曾在中學修讀相關的理科科目，可

以修讀學院的進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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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課程與地理／歷史／社會學及通識教學 (雙學位課程)
有甚麼分別？如何分配主修科目？  

社會科學院 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課程比較著重同學在社會科學方面的

訓練，而地理／歷史／社會學及通識教學 (雙學位課程)著
重培訓同學成為通識科教師。分配主修時主要考慮同學的

成績、興趣及有否參與相關學系舉辦的活動。 
 
特殊學習需要 
問：有特別學習需要的申請人在聯招提交有關學習需要的資料，會否影響入學機

會？  
教務長 不會。浸會大學鼓勵有關申請人提交詳細資料。相關課程

將會作出支援及準備，以幫助同學的學習。 
 
申請人注意事項 
問：申請人在提交聯招申請時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教務長 申請人應該在個人自述中詳細說明想修讀相關學科的原

因；並且要留意跟申請入學有關的重要日期，例如：提交

文件的截止日期、面試日期等。申請人亦應留意浸會大學

提供獎學金的資訊。 
 
問：如果申請人在文憑試放榜後改選時把課程放在 Band A 以外的選擇組別，會否

因此錯過面試，影響入學機會？  
教務長 視乎不同課程的面試安排。個別課程只安排文憑試放榜前

舉行面試。另一方面，個別課程（例如：社會工作學士）

只安排文憑試放榜後舉行面試。不過，不是所有課程要求

申請人參加面試才會被取錄，申請人應留意不同課程的要

求。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在文憑試放榜後只會邀請少數的申請人參加

面試。如果申請人對工商管理學院的課程有興趣，應該在

文憑試放榜前把有關課程放在選擇組別 Band A，以爭取較

高的面試機會。 
視覺藝術院 視覺藝術院在文憑試放榜後也會舉行面試。但如放榜前的

面試安排，申請人同樣需要呈交作品集，所以申請人只有

較短的時間作準備。因此，鼓勵對視覺藝術課程有興趣的

同學在放榜前將有關課程放於選擇組別 A（Band A），以爭

取較高的面試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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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能力試 
問：如果申請人未能在文憑試英文科考獲第三級，可否以 IELTS 代替？  

教務長 可以，申請人 IELTS 需要考獲 6.5 分。浸會大學亦認可其他相關英語

學歷，詳情請參閱：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
policies/#aelq  

 
問：如果申請人未能在文憑試英文科考獲第三級，但其他科目的成績優異，會否

被工商管理學院取錄？  
工商管理學院 不會。因為所有申請人必須達到最低入學要求。 

 
其他問題 
問：文學院的收生分數、名額及有沒有面試？  

文學院 以文憑試四科必修科目及一科選修科目計算，文學士課程

去年的平均分為 22.3。收生名額是 155。文學院的課程中，

只有音樂文學士會安排申請人參加面試，暫定將會在 2016
年 6 月舉行面試。 

 
問：傳理學院的收生分數及有沒有面試？  

傳理學院 傳理學院不會安排面試。以文憑試四科必修科目及一科選

修科目計算，傳理學學士課程去年的平均分為 23.8。 
 
問：如果申請人對電影製作有興趣，但沒有相關經驗，會否影響入讀的機會？收

生名額是多少？ 
傳理學院 申請人在聯招申請入讀傳理學學士課程不會因缺乏電影製

作相關經驗而影響入學機會。但在修讀第一年後，選擇主

修科目時則會考慮相關經驗。同學可以在第一年透過修讀

相關科目及參加有關活動，增加電影製作經驗。 
傳理學學士課程的收生名額是 155。 

 
註：1.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 
    2. 本大學各課程現進行入學評分準則檢討，有關 2016 年度入學資料，請於

2016 年 3 月瀏覽浸大網頁： 
http://ar.hkbu.edu.hk/admissions/jupas/assessmentcriteria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aelq
http://ar.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s_req_policies/#aelq
http://ar.hkbu.edu.hk/admissions/jupas/assessmentcrite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