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浸會大學入學資訊日 

專題講座: 探索「大學聯招辦法」申請策略和浸大課程 

問題及答案撮要 
2016 年 10 月 15 日 

 

入學要求及計分方法 

 

問：各學院會看重中學文憑試那些科目？  

文學院 文學士(JS2020)對各科的計分比重相同。 

音樂文學士(JS2030)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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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 (雙學位課程)(JS2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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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通識教育及數學科比重是 1.5 倍。 

工商管理學院 英文科比重為 1.5 倍。 

中醫藥學院 中醫藥學院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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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2410)課程要求其中一科

選修科為生物、化學或組合科學。中文、英文及生物科比

重為 1.5 倍，化學及組合科學的比重為 1.25 倍。 

中藥學學士(JS2420)要求其中一科選修科為化學，中文、英

文及化學科比重為 1.5 倍。 

傳理學院 傳理學院課程比較看重中、英文科，比重為 1.25 倍。 

理學院 所有科目的計分比重相同。但如果出現同分的情況，曾修

讀理科相關科目的同學會被優先考慮。 

社會科學院 不同課程有不同的計分比重。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JS2630 及 JS2640)課程對英文科的計分比重較高，比重為

1.2 倍。 

視覺藝術院 所有科目的計分比重相同。如果申請人曾修讀視覺藝術，

其經驗對提交視覺藝術作品集或面試有幫助，但申請人不

一定要修讀視覺藝術。 

註：以上科目為 2015/16 學年適用，謹供參考。2016/17 學年之科目比重將於 2017

年 3 月在以下網頁公布：http://ar.hkbu.edu.hk/admissions/jupas/assessmentcriteria 

 

面試 

問：各學院在安排面試時，如何甄選學生參加面試及其安排? 

文學院 音樂文學士(JS2030)需進行筆試及試奏。筆試主要考核申請

人對西方音樂的歷史和常識。試奏方面，申請人需準備兩

首不同風格的樂器演奏或聲樂表演，全程約 7 分鐘。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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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有演奏其它樂器或其他作品，可在試奏時表演。儀容

方面，必須端莊得宜。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會在放榜前及放榜後舉行面試。於文憑試放

榜前後，課程會邀請選擇組別為 Band A 的申請人參加面

試。放榜前的面試名額比較多，面試機會比較大。所有申

請人只會獲邀請參加一次面試。 

中醫藥學院 中醫藥學院的第一輪面試在 6 月中、下旬舉行。中學文憑

試放榜後會舉行第二輪面試，所有申請人只會獲邀請參加

一次面試。 

放榜前的面試會以選擇組別及校內成績為甄選學生的考慮

因素。課程會邀請選擇組別為 Band A 及小數 Band B 申請

人參加面試。 

由於中醫藥學院的課程主要以普通話及英文授課，因此面

試會以小組形式採用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進行。小組面

試時間約 1 小時，每組人數約 10 至 15 人。面試並不考核

申請人對中醫的認識，面試時主要考慮申請人對中國文化

的興趣及其個人質素，如愛心及對社會的關懷。衣著方面，

端莊得宜便可。 

傳理學院 傳理學學士 - 電影主修(動畫及媒體藝術專修)(JS2320)課

程會邀請選擇組別為 Band A 的申請人參加面試。 

面試以小組形式並採用英語進行。申請人需預備一份 3 分

鐘以數碼形式製作的作品，並於三分鐘內展示完畢。內容

可為動畫設計、攝影、繪畫等方面。 

理學院 參加“校長推薦計劃”、將理學士(JS2510)放在選擇組別 A 及

符合入學資格的申請人會獲邀面試。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士(JS2660)課程將會在文憑試放榜後邀請選擇

組別為 Band A 的申請人參加面試。其他選擇組別的申請人

如成績優秀並曾參與社區工作或會被邀請參加面試。 

面試以小組形式並採用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進行。衣著

方面，端莊得宜便可。申請人應在面試中應表現出優異的

溝通能力及促進小組討論的能力。 

視覺藝術院 申請人需於面試前提交作品集。作品集的內容著重多元

化，不限藝術創作的形式。面試會考核申請人對視覺藝術

的認識(例如: 藝術史)及如何欣賞其作品。 

 

問：中國語言文學文學士有沒有面試？  

文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為文學士(JS2020)課程轄下其中一個主修，該

課程不設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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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申請人已在放榜前參加了工商管理學院的面試，放榜後會否再次獲邀參加

面試?面試的形式又如何? 

工商管理學院 每位申請人只會獲邀參加一次面試。如在放榜前參加了工

商管理學院的面試，則不用參加放榜後的面試。 

面試以小組形式及英語進行。面試約半小時，共分為兩部

份，第一部份為 1 分鐘的自我介紹，第二部份以小組討論

形式進行，討論題目以商業相關的時事為主，約 7 人為一

組。 

 

問：報讀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JS2620) 課程的申請人是否需要在中學文憑試修

讀體育科?該課程是否設有面試? 

社會科學院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JS2620)沒有規定申請人必須修讀

體育科，該課程對各科的計分比重相同。 

課程只安排“校長推薦計劃”的申請人參加面試。放榜後亦

不設其他面試。 

 

問: 如何甄選學生參加音樂文學士(JS2030)的面試。除了筆試及試奏，有沒有面試?

面試人數及錄取人數。 

  文學院 音樂系會邀請符合要求的申請人於 5 月底參加筆試，筆試

表現理想、以及將音樂課程放於選擇組別 A，可獲邀請參

加 6 月中舉行的試奏及面試。筆試人數約 300 人，收生人

數約 30 人。 

  

 

分配主修 

問：各學院如何分配學生的主修科目？  

文學院 文學士(JS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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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修有名額限制，若同學未能主

修心儀的科目，也可以通過副修或雙主修讀有關科目。 

工商管理學院 入讀工商管理學士-專修待定(JS2120)課程的同學在修讀一

年級後，會按同學的意願分派選專修科目，各專修不設名

額限制。同學亦可利用選修學分修讀雙專修。 

傳理學院 傳理學學士(JS2310)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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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學的意願。 

理學院 同學在一年級修讀學院的共同課程，以瞭解多個主修科目

及以跨學科的知識基礎解決科學問題。各主修均設有名

額。如同學在文憑試相關科目達 5*成績或第一年在相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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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成績達標，可保證於二年級入讀該相關主修課程。 

社會科學院 同學在一年級修讀學院的共同課程，各主修均設有名額。

學院會提供不同講座及由導師提供學業指導，以便讓同學

瞭解各主修科目。 

 

 

學習經驗: 實習、海外交流的機會 

文學院 音樂系著重同學的演奏經驗。學生可參與校內或校外樂團

表演，亦會到海外與其他經驗豐富的學者或樂師交流。例

如系內一位研究絲綢之路音樂的老師曾於前年帶領學生

到新疆吐魯番與當地傳統樂手交流。 

工商管理學院 實習或海外交流已成為工商管理學院學生的畢業要求。根

據統計，2012 年入學的學生中，約 45%學生曾參加為期

半年或一年的海外交流或暑期學習。超過 60%曾參與實習

工作。工商管理學院亦提供資助予學生參加海外交流活

動。 

中醫藥學院 學生由一年級開始便會被安排到香港浸會大學屬下的中

醫藥診所進行臨床訓練。學生亦需於不同學年到本港或國

內的中醫藥診所或中醫院進行見習、畢業實習及專科強化

實習。中藥同學需於藥廠內實習約 9 個月。課堂以外，同

學可參與花展、上山採藥、義診等活動。 

傳理學院 每個學系會舉辦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或遊學團。例如新聞

系同學會到台灣參與採訪活動、電影學院同學曾到柏林參

加影展、修讀新媒體相關課程的同學會到日本參加藝術節

等活動。 

理學院 學生可於本地、國內或海外（例如：意大利）參與實習工

作。暑假期間，學院亦會提供海外交流機會，到海外著名

大學參與研究方面的工作， 讓同學盡早計劃畢業後的出

路。 

  

 

2016 年度浸大的收生情況 

問：英文系有沒有面試?申請人是否需要於中學文憑試修讀英國文學? 該課程的入

學分數。 

文學院 英國語言文學為文學士(JS2020)課程轄下其中一個主修，該

課程不設面試，同學亦無需於中學文憑試修讀英國文學。

去年入學平均分為 22.25。（以文憑試四科核心科及一科選

修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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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工商管理學士 – 會計學專修(JS2110)的收生人數。聯招及非聯招的收生比例。  

文學院 工商管理學士 – 會計學專修的收生名額為 50。 

聯招及非聯招沒有既定名額，錄取人數均視乎學生的質素。

 

問: 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JS2410)課程的錄取人數。 

  中醫藥學院 去年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JS2410)課程錄取 35

人，平均分為 25.65。（以文憑試四科核心科及一科選修科

計算）。 

 

問：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JS2620)課程的收生人數，入學分數及畢業出路。 

社會科學院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JS2620)共錄取 36 人，去年的平均

分為 22.57。（以文憑試四科核心科及一科選修科計算）。部

份畢業生會於中小學校任教體育科，亦有加入政府部門(如

紀律部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等)、體育總會、會所及營地

管理及體育推廣等的工作。 

 

問：地理/ 歷史/ 社會學及通識教學 (雙學位課程)(JS2680)是否於通識教學以外，

在地理/ 歷史/ 社會學修讀其中一個主修修讀?畢業後可否教書?該課程的收生人

數及入學分數。 

社會科學院 除通識教學外，學生可從地理/ 歷史/ 社會學中選擇一個主

修修讀，畢業時會取得兩個學位，包括教育學位。畢業生

可從事教育工作。去年收生人數為 26 人，平均分為 21.62。

（以文憑試四科核心科及一科選修科計算）。 

 

  

其他問題 

問：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內的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雙學位課程)(JS2040)有何   

分別？  

文學院及社會

科學院 

該課程為五年制課程，由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合辦。 

 

問：修讀工商管理學士課程的同學獲分派專修後可否轉讀其他專修科目?可否旁聽

其他專修科目的課堂? 

工商管理學院 同學可於一年級下學期向校方申請轉讀其他專修科目或考

慮修讀雙專修。 

入學後，學生亦可按自己的上課時間表規劃其他活動，除

了課堂外，大學鼓勵同學多參與其他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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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學生可否副修社會工作學士(JS2660)? 

社會科學院 學生於入學後需接受專業訓練及參與實習等活動，該課程

不接受副修的申請。 

 

問：視覺藝術文學士(JS2810)課程會以什麼語言進行面試及授課? 

視覺藝術院 視覺藝術課程會以英語進行面試及授課(包括中國藝術相

關科目)。 

 

問：視覺藝術文學士(JS2810)課程特色。  

視覺藝術院 視覺藝術文學士提供多元化及全面的課程。除了繪畫、雕

塑等科目，亦提供媒體創作及工藝及設計等科目。課程計

程配合社會對藝術及人才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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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入學資料，請於

2017 年 3 月瀏覽浸大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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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