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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綜觀課程
以下是 2018 年度可透過 JUPAS 申請的課程，請同學憑自己的認識，選擇有興趣認識的課程。
: 代表想認識更多
：沒有興趣
?：不了解課程，但想尋找相關資料
興趣
(//?)

學院

JUPAS
No.

課程簡稱

課程名稱

CityU

JS1000 BScCFIN

理學士(計算金融學)

CityU

JS1001 BBAGBU

工商管理學士(環球商業)

CityU

JS1002 BBAAC

工商管理學士(會計)

CityU

JS1003 EF

CityU

JS1004 IS

CityU

JS1005 BBAMGMT

CityU

JS1006 MS

CityU

JS1007 BBAMKT

CityU

JS1041 SCM

CityU

JS1042 BACM

文學士(創意媒體)

CityU

JS1043 BScCM

理學士(創意媒體)

CityU

JS1044 BAS

文理學士(新媒體)

CityU

JS1051 SEE

CityU

JS1061 LLB

經濟及金融系 [選項: 工商管理學士(商業經濟)、工
商管理學士(金融)]
資訊系統學系 [選項: 工商管理學士(環球商業系統
管理)、工商管理學士(資訊管理)]
工商管理學士(管理學)
管理科學系 [選項: 工商管理學士(商業分析)、
工商管理學士(商業營運管理)]
工商管理學士(市場營銷)
創意媒體學院 [選項: 文學士(創意媒體)、
理學士(創意媒體)、文理學士(新媒體)]

能源及環境學院 [選項: 工學士(能源科學及工程
學)、工學士(環境科學及工程學)]
法律學學士
建築科技學部 [選項: 理學副學士(屋宇裝備工程

CityU

JS1091 BST

學)、理學副學士(建造工程及管理學)、
理學副學士(測量學)]

CityU

JS1093 AScAS

理學副學士(建築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選項: 社會科學學士(犯罪學及社

CityU

JS1101 SS

會學)、社會科學學士(心理學)、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

CityU

JS1102 BSocScASIS

社會科學學士(亞洲及國際研究)

CityU

JS1103 BACHIS

文學士(中文及歷史)

CityU

JS1104 BAELST

文學士(英語語言)

CityU

JS1105 LT

翻譯及語言學系 [選項: 文學士(語言學及語言應
用)、文學士(翻譯及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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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AS
No.

課程簡稱

CityU

JS1106 COM

CityU

JS1108 BSocScPPP

CityU

JS1201 ACE

CityU

JS1202 BScCHEM

CityU

JS1203 BMS

CityU

JS1204 BScCSC

P.3

課程名稱
媒體與傳播系 [選項: 文學士(數碼電視與廣播)、文
學士(媒體與傳播)]
社會科學學士(公共政策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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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士(化學)
生物醫學系
[選項: 理學士(生物科學)、理學士(生物醫學)]
理學士(電腦科學)
電子工程學系 [選項: 工學士(電子計算機及數據工

CityU

JS1205 EE

程學)、工學士(電子及通訊工程學)、
工學士(資訊工程學)]

CityU

JS1206 BScCM

理學士(計算數學)
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選項: 工學士(生物醫學

CityU

JS1207 MBE

工程)、工學士(機械工程)、工學士(核子及風險工
程)]

CityU

JS1208 BScAP

理學士(應用物理學)

CityU

JS1209 BEngSEM

工學士(系統工程管理學)

CityU

JS1210 BEngMAE

工學士(材料工程學)

HKBU

JS2020 BA

文學士

HKBU

JS2030 BA(MUSIC)

音樂文學士

HKBU

JS2040 BA(ELL)&BEd(ELT)

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 (雙學位課程)

HKBU

JS2110 BBA(ACCT)

工商管理學士 - 會計學專修

HKBU

JS2120 BBA

工商管理學士 - 專修待定

HKBU

JS2130 BBA(ECON)

工商管理學士 - 應用經濟學專修

HKBU

JS2140 BBA(ENTP)

工商管理學士 - 創業學專修

HKBU

JS2150 BBA(FINE)

工商管理學士 - 財務學專修

HKBU

JS2160 BBA(HRMN)

工商管理學士 - 人力資源管理學專修

HKBU

JS2170 BBA(ISEM)

工商管理學士 - 資訊系統及電子商貿學專修

HKBU

JS2180 BBA(MKTG)

工商管理學士 - 市場學專修

HKBU

JS2310 BCOMM

傳理學學士

HKBU

JS2320 BCOMM(AMA)

傳理學學士 - 電影主修(動畫及媒體藝術專修)

HKBU

JS2410 BCM&BSc(BIOMED)

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

HKBU

JS2420 BPharm

中藥學學士

HKBU

JS2510 BSc

理學士

HKBU

JS2610 BA/ BSocSc

HKBU

JS2620 BA(PERM)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

HKBU

JS2630 BSocSc(EURO-FREN)

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 法文

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
(地理/政治及國際關係學/歷史/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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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AS
No.

課程簡稱

P.4

課程名稱
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 德文

HKBU

JS2640 BSocSc(EURO-GERM)

HKBU

JS2650 BSocSc(CHINASTUDIES)

HKBU

JS2660 BSW

社會工作學士

HKBU

JS2680 BA/BSocSc&BEd

地理/ 歷史/ 社會學及通識教學 (雙學位課程)

HKBU

JS2810 BA(VA)

視覺藝術文學士

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經濟/ 地理/ 歷史/ 社會學)

LingnanU JS7100 BA (Hons)

文學士(榮譽)

LingnanU JS7101 BA (Hons) Chinese

中文(榮譽)文學士

LingnanU JS7200 BBA (Hons)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LingnanU JS7204 BA (Hons) Translation

翻譯(榮譽)文學士

LingnanU JS7216 BBA (Hons) - RIM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 風險及保險管理

LingnanU JS7300 BSocSc (Hons)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LingnanU JS7503 BA (Hons) Contem English

當代英語語言文學課程(榮譽)文學士

LingnanU JS7606 BA (Hons) Cultural Stud

文化研究(榮譽)文學士

LingnanU JS7709 BA (Hons) History

歷史(榮譽)文學士

LingnanU JS7802 BA (Hons) Philosophy

哲學(榮譽)文學士

LingnanU JS7905 BA (Hons) Visual Studies

視覺研究(榮譽)文學士

CUHK

JS4006 ANTHROPOLOGY

人類學

CUHK

JS4018 CHI LANG & LIT

中國語言及文學

CUHK

JS4020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CUHK

JS4022 CULTURAL MANAGEMENT

文化管理

CUHK

JS4032 ENGLISH

英文

CUHK

JS4044 FINE ARTS

藝術

CUHK

JS4056 HISTORY

歷史

CUHK

JS4068 JAPANESE STUDIES

日本研究

CUHK

JS4070 LINGUISTICS

語言學

CUHK

JS4082 MUSIC

音樂

CUHK

JS4094 PHILOSOPHY

哲學

CUHK

JS4109 RELIGION

宗教研究

CUHK

JS4111 THEOLOGY

神學

CUHK

JS4123 TRANSLATION

翻譯

CUHK

JS4202 INTEGRATED BBA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CUHK

JS4214 GLOBAL BUS STUD

環球商業學

CUHK

JS4226 HOSP & REAL EST

酒店旅遊及房地產

CUHK

JS4238 IFAA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

CUHK

JS4240 PROF ACCOUNTANCY

專業會計學

CUHK

JS4252 QFIN

計量金融學

CUHK

JS4254 GLEF

環球經濟與金融跨學科主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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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課程名稱
工商管理學士（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及法律博

CUHK

JS4264 BBA-JD

CUHK

JS4276 QFRM

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

CUHK

JS4288 IBCE

國際貿易與中國企業

CUHK

JS4329 PHY ED, EX SCI & HEALTH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

CUHK

JS4331 BA (CHI) BEd (CHI EDU)

CUHK

JS4343 BA (ENG) BEd (ENG EDU)

文學士(英國語文研究)及教育學士(英國語文教育)

CUHK

JS4355 LIBERAL STUDIES

通識教育

CUHK

JS4361 MATHS EDUCATION

教育學士(數學及數學教育)

CUHK

JS4401 ENGINEERING

工程學

CUHK

JS4428 BENG FINTECH

金融科技學

CUHK

JS4434 ELEG

電子工程學

CUHK

JS4460 BMEG

生物醫學工程學

CUHK

JS4462 EEEN

能源與環境工程學

CUHK

JS4501 MBChB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CUHK

JS4502 MBChB-GPS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別

CUHK

JS4513 NURSING

護理學

CUHK

JS4525 PHARMACY

藥劑學

CUHK

JS4537 PUBLIC HEALTH

公共衞生

CUHK

JS4542 CHIN MEDICINE

中醫學

CUHK

JS4550 BIOMEDICAL SCIENCES

生物醫學

CUHK

JS4601 SCIENCE

理學

CUHK

JS4633 ESSC (AS / GEO)

地球系統科學 (大氣科學 / 地球物理)

CUHK

JS4682 ENRICHMENT MATHEMATICS

數學精研

CUHK

JS4690 THEORETICAL PHYSICS

理論物理精研

CUHK

JS4719 RISK MGT SCI

風險管理科學

CUHK

JS4801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CUHK

JS4812 ARCHITECTURE

建築學

CUHK

JS4824 ECONOMICS

經濟學

CUHK

JS4836 GEO & RES MGT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CUHK

JS4838 URBAN STUDIES

城市研究

CUHK

JS4848 GOV'T & PUBLIC ADMIN

政治與行政學

CUHK

JS4850 JOURNALISM & COMMUN

新聞與傳播學

CUHK

JS4858 GLOBAL COMM

全球傳播

CUHK

JS4862 PSYCHOLOGY

心理學

CUHK

JS4874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

CUHK

JS4886 SOCIOLOGY

社會學

CUHK

JS4892 GLOBAL STUDIES

全球研究

士雙學位課程

文學士 (中國語文研究) 及
教育學士 (中國語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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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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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UHK

JS4895 CON CHINA STUDIES (H)

當代中國研究 (人文學科範疇)

CUHK

JS4896 CON CHINA STUDIES (SS)

當代中國研究 (社會科學範疇)

CUHK

JS4903 LLB

法學士

EdUHK

JS8105 BEd(CHI)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EdUHK

JS8117 BEd(ENG)-Sec

英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 中學

EdUHK

JS8234 BEd(P)-GS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 - 常識

EdUHK

JS8246 BEd(P)-MA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 - 數學

EdUHK

JS8325 BEd(PE)

體育教育榮譽學士

EdUHK

JS8361 BEd(S)-ICT

中學教育榮譽學士 - 資訊及通訊科技

EdUHK

JS8371 BEd(BAFS)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教育榮譽學士

EdUHK

JS8381 BEd(HIST)

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EdUHK

JS8391 BEd(S)-MA

中學數學教育榮譽學士

EdUHK

JS8404 BEd(ECE)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EdUHK

JS8416 BEd(CHI HIST)

中國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EdUHK

JS8428 BEd(GEOG)

地理教育榮譽學士

EdUHK

JS8430 BEd(Science)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EdUHK

JS8507 HD(ECE)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EdUHK

JS8600 BA(Lang Studies)-CN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 (中文主修)

EdUHK

JS8612 BA(Lang Studies)-EG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 (英文主修)

EdUHK

JS8624 BSocSc(GES)

全球及環境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EdUHK

JS8636 BA(CAC)-MU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 (音樂)

EdUHK

JS8648 BA(CAC)-VA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 (視覺藝術)

EdUHK

JS8651 BSocSc(Psy)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EdUHK

JS8663 BA(SE)

特殊教育榮譽文學士

EdUHK

JS8801 BA(CAC) & BEd(MU)

EdUHK

JS8813 BA(CAC) & BEd(VA)

EdUHK

JS8825 BA(Lang Studies)&BEd(EL)

PolyU

JS3002 BD APP SCI

應用科學廣泛學科

PolyU

JS3014 HD APP PHY

應用物理學高級文憑

PolyU

JS3026 HD BLDG SERV ENGG

屋宇設備工程學高級文憑

PolyU

JS3038 HD BLDG TECH & MGT(ENGG) 建築科技及管理學高級文憑(工程)

PolyU

JS3040 HD CHEM TECH

化學科技高級文憑

PolyU

JS3052 HD CIVIL ENGG

土木工程學高級文憑

PolyU

JS3064 HD ELECTRICAL ENGG

電機工程學高級文憑

PolyU

JS3076 HD ELECTRONIC INFO ENGG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高級文憑

PolyU

JS3105 HD LAND SUR & GEO-INFO

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高級文憑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及音樂教育榮譽學士
(同期結業雙學位課程)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及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
士 (同期結業雙學位課程)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及英文教育榮譽學士 (同期結
業雙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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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稱

課程名稱

PolyU

JS3117 HD INDUSTRIAL & SYS ENGG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高級文憑

PolyU

JS3131 BD BUSINESS

工商管理廣泛學科

PolyU

JS3208 BD CONSTRUCT & ENV

建設及環境廣泛學科

PolyU

JS3284 HD BLDG TECH & MGT(SURV)

建築科技及管理學高級文憑(測量)

PolyU

JS3296 BD HOTEL & TOUR MGT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

PolyU

JS3313 BD ENGG

工程學廣泛學科

PolyU

JS3337 MENTAL HEALTH NURSING

精神健康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349 FOOD SAFE TECH

食品科技與食物安全(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351 TRANS SYS ENGG

運輸系統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PolyU

JS3363 INVEST SCI

投資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375 ENV & SUSTAIN DEVELOP

環境工程與可持續發展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PolyU

JS3387 LAND SUR & GEO-INFO

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442 PROPERTY MGT

物業管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466 ACCT & FINANCE

會計及金融(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478 MED LAB SCI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480 BD LANG, CULT & COMM

語言、文化及傳意廣泛學科

PolyU

JS3492 FASHION & TEXTILES

服裝及紡織(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PolyU

JS3507 AVIATION ENGG

航空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PolyU

JS3519 INT & MULTI MEDIA TECH

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533 GLOBAL SUPP CHAIN MGT

全球供應鏈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545 SOC POLICY ADM

社會政策及行政(榮譽)文學士學位

PolyU

JS3557 PROD & INDUSTRIAL ENGG

產品及工業工程(榮譽)工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PolyU

JS3569 DESIGN

設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PolyU

JS3571 LOG & ENTERPRISE ENGG

物流及企業工程(榮譽)理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PolyU

JS3583 MGT

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595 FINANCIAL SERV

金融服務(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600 BIOMEDICAL ENGG

生物醫學工程(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612 RADIOGRAPHY

放射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624 OCCUPATIONAL THERAPY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636 PHYSIOTHERAPY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648 NURSING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650 OPTOMETRY

眼科視光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662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榮譽)文學士學位

PolyU

JS3674 INT'L SHIP & TRANS LGT

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703 ELECTRONIC & INFO ENGG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PolyU

JS3715 ELECTRICAL ENGG

電機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PolyU

JS3739 CIVIL ENGG

土木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PolyU

JS3741 MECHANICAL ENGG

機械工程(榮譽)工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PolyU

JS3753 BLDG SERV ENGG

屋宇設備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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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U

JS3789 SURVEYING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791 BLDG ENGG & MGT

建築工程及管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868 BD COMPUTING

電子計算廣泛學科

PolyU

JS3894 MARKETING

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911 ACCOUNTANCY

會計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923 APP BIO

應用生物兼生物科技(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985 ENGG PHY

工程物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PolyU

JS3997 CHEM TECH

化學科技(榮譽)理學士學位

HKUST

JS5100 SSCI

理學

HKUST

JS5101 IRE

國際科研

HKUST

JS5200 SENG

工程學

HKUST

JS5300 B&M

工商管理

HKUST

JS5311 ECON

工商管理學士（經濟學）

HKUST

JS5312 FINA

工商管理學士（金融學）

HKUST

JS5313 GBUS

工商管理學士 (環球商業管理)

HKUST

JS5314 IS

工商管理學士（資訊系統學）

HKUST

JS5315 MGMT

工商管理學士（管理學）

HKUST

JS5316 MARK

工商管理學士（市場學）

HKUST

JS5317 OM

工商管理學士（營運管理學）

HKUST

JS5318 ACCT

工商管理學士（專業會計學）

HKUST

JS5331 ECOF

理學士（經濟及金融學）

HKUST

JS5332 QFIN

理學士（量化金融學）

HKUST

JS5411 GCS

理學士（環球中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

HKUST

JS5412 QSA

理學士（定量社會數據分析）

HKUST

JS5811 BIBU

理學士（生物科技及商學)

HKUST

JS5812 EVMT

理學士（環境管理及科技)

HKUST

JS5813 MAEC

理學士（數學與經濟學)

HKUST

JS5814 RMBI

理學士（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

HKUST

JS5901 T&M-DDP

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

HKU

JS6004 BA(AS)

建築學文學士

HKU

JS6016 BSC(SURV)

理學士(測量學)

HKU

JS6028 BA(LS)

園境學文學士

HKU

JS6030 BA(Conservation)

文學士(建築文物保護)

HKU

JS6042 BA(US)

文學士(城市研究)

HKU

JS6054 BA

文學士

HKU

JS6066 BA&BED(LangEd)-Eng

HKU

JS6078 BA(Literary Studies)&LLB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 –
英文教育 (雙學位課程)
文學士(文學研究)及法學士 (雙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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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 –

HKU

JS6080 BA&BED(LangEd)-Chin

HKU

JS6107 BDS

牙醫學士

HKU

JS6119 BED&BSC

教育學士及理學士 (雙學位課程)

HKU

JS6157 BSC(SPEECH)

理學士(言語及聽覺科學)

HKU

JS6195 BED&BSS

教育學士及社會科學學士 (雙學位課程)

HKU

JS6406 LLB

法學士

HKU

JS6456 MBBS

內外全科醫學士

HKU

JS6468 BNURS

護理學學士

HKU

JS6482 BChinMed

中醫全科學士

HKU

JS6494 BPharm

藥劑學學士

HKU

JS6717 BSS

社會科學學士

HKU

JS6729 BSC(AC)

理學士(精算學)

HKU

JS6731 BSW

社會工作學學士

HKU

JS6767 BEcon/BEcon&Fin

經濟學學士 / 經濟金融學學士

HKU

JS6781 BBA/BBA(Acc&Fin)

工商管理學學士 / 工商管理學學士(會計及財務)

HKU

JS6793 BBA(IS)

工商管理學學士(資訊系統)

HKU

JS6808 BBA(Law)&LLB

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及法學士 (雙學位課程)

HKU

JS6810 BSS(GL)&LLB

HKU

JS6822 BJ

新聞學學士

HKU

JS6860 BFin(AMPB)

金融學學士(資產管理及私人銀行)

HKU

JS6884 BSc(QFin)

理學士(計量金融)

HKU

JS6896 BBA(IBGM)

工商管理學學士(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HKU

JS6901 BSC

理學士

HKU

JS6925 BENG(BME)

工學學士(生物醫學工程)

HKU

JS6949 BBiomedSc

生物醫學學士

HKU

JS6951 BENG(EngSc)

工學學士(工程科學)

HKU

JS6963 BENG

工學學士

SSSDP

JSSA01 BN (Hons)

由明愛專上學院開辦：護理學榮譽學士

SSSDP

JSSA02 BScDE (Hons)

由明愛專上學院開辦：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SSSDP

JSSC02 B.Sc (Hons) in Arch

由珠海學院開辦：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SSSDP

JSSC03 B.Sc (Hons) in CS

由珠海學院開辦：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

SSSDP

JSSH01 BBA-SCM

由恒管開辦: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SSSDP

JSSH02 BSC-AIN

由恒管開辦：精算及保險 （榮譽）理學士

SSSDP

JSSH03 BA-AHCC

由恒管開辦：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

SSSDP

JSSH04 BSC-DSBI

SSSDP

JSSH05 BMSIM

中文教育 (雙學位課程)

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學與法學)及法學士 (雙學位課
程)

由恒管開辦：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
由恒管開辦：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榮譽）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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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SSSDP

JSST01 BHSc(N)

由東華學院開辦：護理學健康科學（榮譽）學士

SSSDP

JSST02 BSc(MLSc)

由東華學院開辦：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SSSDP

JSST03 BSc(RT)

由東華學院開辦：放射治療科學（榮譽）理學士

SSSDP

JSST04 BSc(OT)

由東華學院開辦：職業治療學理學士（榮譽）學位

SSSDP

JSSU12 BA(Hons) CreWri&FilmArts

由公開大學開辦：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SSSDP

JSSU14 BFA (Hons) Animation VE

由公開大學開辦: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

SSSDP

JSSU15 BFA (Hons) CinematicD

SSSDP

JSSU40 BNursing (Hons) General

由公開大學開辦: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SSSDP

JSSU50 BNursing (Hons) Mental

由公開大學開辦: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SSSDP

JSSU65 BEng (Hons) Test & Cert

由公開大學開辦: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SSSDP

JSSU71 BComp(Hons)Internet Tech

由公開大學開辦：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SSSDP

JSSU90 B Intl Hospitality(Hons)

由公開大學開辦：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SSSDP

JSSU92 BBA(Hons) BI & Analytics

SSSDP

JSSU95 B(Hons)Sports & R Mgnt

SSSDP

JSSU96 BBA (Hons) Fintech

SSSDP

JSSU97 BBA (Hons) GM & SC Mgt

SSSDP

JSSV01 BA(FD)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SSSDP

JSSV02 BA(PD)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SSSDP

JSSV03 BA(LA)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SSSDP

JSSV04 BA(CAM)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SSSDP

JSSV05 BEng(CE)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SSSDP

JSSV06 BEng(EEM)

SSSDP

JSSV07 BA(HLM)

SSSDP

JSSV08 BSc(SUR)

SSSDP

JSSV09 BSocSc(SRM)

SSSDP

JSSV10 BEng(BSE)

SSSDP

JSSV11 BSc(MTI)

SSSDP

JSSV12 BSc(ICT)

OUHK

JS9001 BSSc (Hons) Psychology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OUHK

JS9002 BSSc (Hons) Economics

應用經濟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由公開大學開辦：
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

由公開大學開辦：
商業智能及分析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由公開大學開辦：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由公開大學開辦：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由公開大學開辦：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屋宇設備工程（榮譽）工學士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由香港高科院開辦：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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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HK

JS9003 BSSc(Hons)Poltics&PubAdm

政治及公共行政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OUHK

JS9004 BSSc (Hons) App Soc Stud

應用社會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OUHK

JS9011 BA (Hons) Chinese

中文榮譽文學士

OUHK

JS9013 BA(Hons) LangStud & Tran

語言研究與翻譯榮譽文學士

OUHK

JS9016 BA(Hons)CreAd&MediaDesig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榮譽文學士

OUHK

JS9017 BA (Hons) Eng & Comp Lit

英文及比較文學榮譽文學士

OUHK

JS9220 BBA (Hons) Pro Acct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OUHK

JS9230 BBA (Hons) Business Mgt

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OUHK

JS9240 BBA(Hons)GB & Mktg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OUHK

JS9250 BBA(Hons)Corp Governance

企業管治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OUHK

JS9270 BBA (Hons) Finance

財務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OUHK

JS9280 BAPH & BBMH

應用心理學榮譽學士及商業管理榮譽學士

OUHK

JS9530 BEd(Hons)&BEngLang(Hons)

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OUHK

JS9540 BEng Lang (Hons)

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OUHK

JS9550 BLang(Hons) Applied Chin

語言研究榮譽學士(應用中國語言)

OUHK

JS9560 BEd(Hons)&BLang(Hons)Chi

OUHK

JS9570 BLang(Hons)BGBus(Hons)

語言研究(雙語傳意)榮譽學士，國際商業榮譽學士

OUHK

JS9580 BEd(Hons)ECE-Leader&SEN

教育榮譽學士(幼兒教育: 領導及特殊教育需要)

OUHK

JS9720 BEng(Hons)Elec & CompEng

電子及電腦工程學榮譽工學士

OUHK

JS9768 BSc(Hons)Test Sci & Cert

檢測科學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教育榮譽學士（中國語文教學）及
語言研究榮譽學士（應用中國語言）

Next Station is … (課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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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Self-financed Degree)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
院教育科技學院

醫療護理（榮譽）理學士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食品科學及安全（榮譽）理學士
零售管理（榮譽）文學士
公共關係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專業會計（榮譽）文學士
酒店營運管理（榮譽）文學士
廣告（榮譽）文學士
屋宇設備工程（榮譽）工學士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醫療護理（榮譽）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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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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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課程名稱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檢測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東華學院

應用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東華學院

放射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東華學院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東華學院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東華學院

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

東華學院

醫療科學學士(榮譽)學士

東華學院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

東華學院

幼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

東華學院

創業與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東華學院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

香港科技大學

全球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主題公園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政治及公共行政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應用社會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應用經濟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檢測科學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香港公開大學

語言研究(雙語傳意)榮譽學士及國際商業榮譽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語言研究榮譽學士(應用中國語言)

香港公開大學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款待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電子及電腦工程學榮譽工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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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興趣
(//?)

學院

課程名稱

香港公開大學

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教育榮譽學士(幼兒教育: 領導及特殊教育需要)

香港公開大學

P.14

教育榮譽學士（中國語文教學）及語言研究榮譽學士（應用
中國語言）

香港公開大學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財務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企業管治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商業智能及分析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市場學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國際商業學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企業行政學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銀行及財務學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會計學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語言研究與翻譯榮譽文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英文及比較文學榮譽文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榮譽文學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中文榮譽文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應用心理學榮譽學士及商業管理榮譽學士

香港教育大學

社會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大中華地區研究)

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運動科學)

香港教育大學

音樂教育榮譽學士(當代音樂及演奏教育學)

香港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榮譽文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社會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輔導及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法律與商業(榮譽)商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會計學(榮譽)商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新聞與傳播(榮譽)文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學(榮譽)文學士

Next Station is … (課程一覽表)

工作紙

興趣
(//?)

學院

課程名稱

香港樹仁大學

英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經濟及金融學(榮譽)文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數碼及社交媒體營銷(榮譽)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專業及跨文化傳意英文(榮譽)文學士課程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恒生管理學院

商務翻譯 (榮譽) 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亞洲研究 (榮譽) 社會科學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榮譽)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新聞及傳播 (榮譽) 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管理學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金融分析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企業管治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英國語文(榮譽)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文化及創意產業(榮譽)文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榮譽)文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中文(榮譽)文學士

恒生管理學院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

港專學院

社會發展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創新與環境)

宏恩基督教學院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

宏恩基督教學院

心理學榮譽學士

宏恩基督教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服務營銷及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

獸醫學學士

珠海學院

資訊科學 (榮譽) 理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建築學 (榮譽) 理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建造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會計及銀行 (榮譽) 商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金融及資訊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財務金融學 (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工商管理學 (榮譽) 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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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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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課程名稱

珠海學院

中文文藝創作(榮譽)文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傳播及跨媒體(榮譽)文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廣告及企業傳播(榮譽)文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新聞及傳播 (榮譽) 文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專業英語傳意(榮譽)文學士課程

珠海學院

中國文學 (榮譽) 文學士課程

明愛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明愛專上學院

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明愛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明愛專上學院

語文及通識榮譽文學士

明德學院

文學士（榮譽）

明德學院

專業會計（榮譽）學士

明德學院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本地評審政府資助副學位課程

職業訓練局

新聞視覺設計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視覺傳意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視覺藝術與文化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視力保健護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超媒體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旅遊及會議展覽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檢測及認證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電訊及網絡科技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測量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舞台及佈景設計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運動教練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運動行政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軟件工程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復康服務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房地產及物業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出版設計及印刷媒體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產品、室內及展覽設計高級文憑(科目組)

職業訓練局

藥劑科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眼鏡配鏡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職業安全及風險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多媒體創作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智能手機軟件開發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醫務中心營運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機械工程學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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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

海事科技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康體文娛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園境建築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珠寶設計高級文憑(科目組)

職業訓練局

國際主題樂園及項目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綜合社會及健康服務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資訊及網絡安全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酒店及餐飲業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醫療保健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遊戲及動畫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遊戲軟件開發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食品科技及安全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電影及電視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時裝媒體設計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時裝形象設計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時裝設計男裝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時裝品牌策劃及採購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環境科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環境保護及環境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環境工程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電子及通訊工程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電機工程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數碼音樂及媒體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數碼營銷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數據科學及分析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廚藝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創意媒體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演藝造型設計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保育及樹木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電腦工程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長者社區保健護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雲端系統及數據中心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土木工程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化學科技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建築科技及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建築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屋宇裝備工程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生物科技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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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

生物醫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個人護理及美容產品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航空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汽車工程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建築設計及科技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建築設計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應用營養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化驗科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飛機維修工程高級文憑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課程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商務學副學士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配藥高級文憑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音樂研習高級文憑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人本服務高級文憑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款待管理學高級文憑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設計學高級文憑

明愛社區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社會工作)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公共關係及廣告)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公共行政及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康樂及旅遊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法律學)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活動項目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應用社會科學)
（輔導與諮商／健康護理／國際關係／都市研究）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應用心理學)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理學副學士(網絡及系統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理學副學士(資訊系統)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理學副學士(環保學)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理學副學士(媒體創作)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理學副學士(商業分析)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理學副學士(機場營運及航空物流)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理學副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工程學副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市場學)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國際商務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人力資源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環球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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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工商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金融服務)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會計學)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翻譯及傳譯)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日語)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專業英語傳意)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數碼視覺設計)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文化研究)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傳意及公共關係)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雙語傳意)(西班牙語及英語)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雙語傳意)(韓語及英語)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雙語傳意)(韓語及中文)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雙語傳意)(日語及英語)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雙語傳意)(日語及中文)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雙語傳意)(法文及英語)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雙語傳意)(英語及中文)

香港城市大學 - 專上學院

文學副學士(應用中文)

宏恩基督教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旅遊及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高級文憑
測量及物業管理高級文憑
體育及康樂管理高級文憑
運動教練學及運動表現高級文憑
營養及食品管理高級文憑 - 食物及營養科學
營養及食品管理高級文憑 - 食物科學及食品安全
醫療及保健產品管理高級文憑
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社康照顧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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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Station is … (課程一覽表)

工作紙

興趣
(//?)

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課程名稱
食品健康及商業管理學高級文憑
商業管理學高級文憑 - 管理及商業法律學
商業管理學高級文憑 - 管理及電子商務學
商業管理學高級文憑 - 管理及心理學
商業管理學高級文憑 - 管理學
商業管理學高級文憑 - 人力資源管理學
會計學高級文憑 - 會計及財務策劃
會計學高級文憑 - 會計及銀行
會計學高級文憑 - 會計學
法律行政人員高級文憑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青年與社會服務)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心理學)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刑事司法及執法)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傳理、公關及新聞)

香港藝術學院

藝術高級文憑

香港浸會大學

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 (專業範圍：編劇)

香港浸會大學

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 (專業範圍：剪接與混音)

香港浸會大學

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 (專業範圍﹕導演)

香港浸會大學

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 (專業範圍：電影攝影與燈光)

香港浸會大學

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 (專業範圍：表演技巧)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樹木管理)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檢測及認證)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運動及康樂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社會及公共政策研究)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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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興趣
(//?)

學院

課程名稱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專業會計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營養與食物管理)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流動資訊科技)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生命科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 (地理及資源管理)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食物安全及環境健康)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環境保育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理學副學士(創意數碼媒體設計)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視覺藝術)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旅遊及款待業管理)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音樂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媒體傳播)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市場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新聞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歷史及香港研究)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財務管理)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電影、電視及數碼媒體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創業與管理)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文化研究)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 (創意媒體寫作)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傳理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專業中文)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商業經濟學)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工商管理)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雙語語言及文學研究)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文學副學士(應用社會服務)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管理學高級文憑(運動與健康生活)
管理學高級文憑(司法行政與執法)
管理學高級文憑(航空行政管理)
商業設計高級文憑(珠寶設計及商品展示)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旅遊業管理高級文憑(旅遊及項目管理)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旅遊業管理高級文憑(酒店款待)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旅遊業管理高級文憑(西式廚藝)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旅遊業管理高級文憑 (航空及郵輪服務)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電視製作與廣播高級文憑

P.21

Next Station is … (課程一覽表)

工作紙

興趣
(//?)

學院

課程名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公共與社會服務高級文憑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專業會計學高級文憑 (銀行學)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專業會計學高級文憑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及企業傳訊高級文憑 (韓語)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及企業傳訊高級文憑 (日語)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體適能、教練及運動管理高級文憑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應用心理學高級文憑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健康科學副學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理學副學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文學副學士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運動教練及領袖學高級文憑課程
心理學（諮商與輔導）高級文憑課程
專業會計學高級文憑課程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課程
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課程
款待業（酒店實務）高級文憑課程
體適能培訓及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英語及傳意高級文憑課程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中文媒體寫作及製作高級文憑課程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航空服務及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社會科學（心理學）副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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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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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課程名稱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課程
人文學科（翻譯）副學士課程
人文學科（哲學）副學士課程
人文學科（歷史）副學士課程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副學士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旅遊及款待服務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康樂及休閒事務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公關及廣告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多媒體及創意廣告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流動應用程式開發及雲端服務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人本服務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人類營養學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健康護理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英文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電腦遊戲開發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應用翻譯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應用韓語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應用日語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應用歷史學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服務管理高級文憑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機械工程高級文憑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飛機服務工程高級文憑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理科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文科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翻譯及傳譯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統計及數據科學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公關傳訊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語文及文化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資訊科技副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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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興趣
(//?)

學院

課程名稱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健康學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商業傳意英語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程學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設計學副學士 (視覺傳意)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設計學副學士 (環境及室內設計)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設計學副學士 (廣告設計)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旅遊管理)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市場學)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國際商業)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酒店管理)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金融)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商業管理)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會計)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工商業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中英語文傳意副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社會學及文化)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社會政策及行政)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心理學)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精神科護理學高級文憑(全日制)

香港公開大學

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全日制)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旅遊及航空業高級文憑
旅遊及款待業高級文憑
測量學高級文憑 (建築測量／工料測量／產業測量)
度假區及主題樂園管理高級文憑
心理學高級文憑
流行音樂及音樂製作高級文憑
日本研究高級文憑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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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興趣
(//?)

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名稱
醫療護理高級文憑
工程學高級文憑
(土木工程 / 環境工程及管理 / 屋宇設備工程)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犯罪學及紀律部隊高級文憑
計算機工程學高級文憑

香港公開大學 -

工商管理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會計及金融/人力資源管理/市場學) 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視像傳意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公關及企業傳訊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市場學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資訊科技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資訊保安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醫護與健保行政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工程學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牙科衛生護理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商業學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航空學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建築學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航空公司及機場服務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理學副學士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工程學副學士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中醫學副學士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文學副學士(法律學)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文學副學士(英國語言及文學)

東華學院

心理學高級文憑

東華學院

護理學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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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Station is … (課程一覽表)

工作紙

興趣
(//?)

學院

課程名稱

東華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東華學院

健康科學副學士

職業訓練局

舞台及娛樂科藝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特殊幼兒照顧及融合教育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市場管理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法律及行政事務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國際款待業管理(酒店、旅遊及康樂)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國際商業管理及語言（日語 / 韓語 / 西班牙語）

職業訓練局

人力資源管理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環球採購及供應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時裝設計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活動及推廣市場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環境工程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配藥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航空與客運服務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企業行政管理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工商管理學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銀行及金融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機場營運管理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航空及環球物流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廣告及市場傳播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廣告設計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會計學高級文憑

耀中幼教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青年會專業書院

酒店款待管理高級文憑 (酒店及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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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Station is …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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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探索出路 (Next Station is…)
1.

2.

根據以上的資料，你有興趣的課程範疇是哪些？在相應的空格以表示。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人文科學及語言

商業及管理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工程及科技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法律

大眾傳媒、傳播及新聞

醫科及護理科

理科

社會科學

物流

在你有興趣的課程範疇，選出 3 個你最有興趣的課程，然後填寫以下資料。

課程名稱

學院名稱

1.
2.
3.

3.

預備你的{Next Station is…} 分享：
a. 課程簡介
-

課程特色

-

學位數目

-

學費

b. 過往收生成績
c.

計分方法：如中英數通及選修科的比重、看重某些指定科目

d. 課程的出路
e. 為何喜歡這個課程
f.

讀書計劃，以達致自己的目標

過往收生成績

2018 年度計分方法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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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計分方法（僅供參考）
1. 各大學入學門檻(最低要求)
選修科目一般入學要求
兩科達第 3 級

香港大學

兩科達第 3 級，或

香港中文大學

一科第 3 級加數學延伸單元達第 3 級
兩科達第 3 級，或

香港科技大學

一科第 3 級加數學延伸單元達第 3 級
兩科達第 3 級，或

香港理工大學

一科第 3 級加數學延伸單元達第 3 級
兩科達第 3 級，或

香港城市大學

一科第 3 級加數學延伸單元達第 3 級

香港教育大學

一科達第 2 級

香港浸會大學

一科達第 2 級

嶺南大學

一科達第 2 級

2. 計分方法
4C+1X

4C+2X

Best5

2C+3X

城大









浸大







Best6



嶺大


中大




教大


理大




*

科大


港大
公大

2C+4X



*科大「2C」一般而言是考慮中文科及英文科。




*


2018 年度計分方法

參考資料

3. 課程附加入學要求及計分方法
課程附加入學要求

各課程的計分方法/文憑試科目的比重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
_hkdse/entreq/bd/

http://www.admo.cityu.edu.hk/ju
pas_hkdse/assessment/bd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
_hkdse/entreq/ad/

http://www.admo.cityu.edu.hk/ju
pas_hkdse/assessment/ad/

浸大

http://buar2.hkbu.edu.hk/pros/adm
iss_schemes/jupas_hkdse/uni_admis
s_req_policies/arts/

http://buar2.hkbu.edu.hk/pros/
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as
se_criteria/

嶺大

無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
/ug/jupas/weighting.php

中大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
/doc/programme_requirements_20
18.pdf

http://www.cuhk.edu.hk/adm/ju
pas/doc/selection_principles_20
18.pdf

教大

https://www.ied.edu.hk/degree/ap
p_jupas_dse.htm

https://www.ied.edu.hk/degree
/app_jupas_dse.htm

理大

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
ectus/ug/jupas/programmerequirements

http://www51.polyu.edu.hk/epr
ospectus/ug/jupas/programmerequirements

科大

http://join.ust.hk/en/admissions/ap
plicant/jupas

http://join.ust.hk/en/admissions/
applicant/jupas

港大

https://aal.hku.hk/sites/default/file
s/2018%20Programme%20Admissi
ons%20Information.pdf

https://aal.hku.hk/sites/default/
files/2018%20Programme%20
Admissions%20Information.pdf

OUHK

http://www.ouhk.edu.hk/wcsprd/Sa
tellite?pagename=OUHK/tcSubWe
b&c=C_ETPU&cid=191151075800
&l=C_CFTS&lid=1385174509933

http://www.ouhk.edu.hk/wcsprd
/Satellite?pagename=OUHK/tc
SingPage&c=C_CFTS&cid=150
7682319823&lang=eng&mid=
0

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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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計分方法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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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數計算器

科大

http://join.ust.hk/cal/cal.html

城大

http://www.admo.cityu.edu.hk/assessment/score_calculation/

嶺南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jupas/calculator.php

5. 2018 各院校收生成績
http://www.jupas.edu.hk/f/page/267/af_2018_JUPAS.pdf
http://www.jupas.edu.hk/f/page/267/af_2018_SSSDP.pdf

2018 各院校收生成績(JUPAS)

2018 各院校收生成績(SSSDP)

參考資料

I.

常用網站

首頁 (入門網站，連結至其他有用網址)
放榜資訊網頁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index.php

II. 文憑試畢業生重要日程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milestone_students_c.pdf

III. 大學聯合招生計劃 (JUPAS)
http://www.jupas.edu.hk

IV.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只供本校學生使用)
http://transition.hkacmgm.org/jupas_stats/index.php
登入：126973
密碼：snrcihfz

V. e 導航 (搜尋課程)
http://enavigator.edb.hkedcity.net

VI.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Concourse)
https://www.cspe.edu.hk/tc/institution-list.page

VII. 參與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https:/www.eapp.gov.hk

VIII.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 (查閱所有符合政府質素保證要求的課程資料)
http://www.ipass.gov.hk

IX. 本校升學及生涯規劃組網頁 http://www.plkmkmc.edu.hk/node/1541

X. 學友社
http://www.hyc.org.hk/new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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