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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學資訊本地升學資訊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成立於1876年，是英國最負盛
名的高等學府之一，其工程學院素有 「英國
工程王國」 之稱，擁有五名皇家工程學院研
究員和六個世界領先的研究中心，研究合作
夥伴包括勞斯萊斯、惠普、東芝、英國航空
局等。

提供60種不同領域課程
工程學院下設計算機科學、電子電氣工

程、工程數學、機械工程、航空工程和土木
工程六大分支專業和十大博士培養中心，提
供60種不同方向的課程，可以滿足學生對各
個工程領域的學習需求。本科生課程包括航
天航空工程學、土木工程學、電子與電氣工
程學、通訊和多媒體工程學、工程數學和機

械工程。研究生課程包括高級機械工程、流
體和航天動力學、超聲和非破壞性測試、地
震和地質工程、微電子工程、智能系統等。

該學院的專業本科入學要求為香港中學
文憑三科選修科成績介乎444至555*，英語
要求IELTS6.5或以上（所有試卷不低於
6.0），一般科目6月截止申請，部分熱門科
目須於1月中申請。如申請碩士研究生，本
科必須擁有工程、數學或其他相關背景。

專家：港生內地升學 回港具優勢

中大工程學 下學年改以本科招生 布里斯托大學──英國工程王國

本港學生赴內地升學已成大趨勢，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
科學校校長羅永祥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近年不僅官
立、資助學校DSE考生，亦有不少國際學校學生有意升讀內地
高校，志在開拓視野、尋求更廣闊的事業和生活發展，可見赴
內地升學愈來愈受本港學生青睞。 「現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得
相當不錯，畢業生不僅留在內地有很好的發展，回港亦有不少
優勢。」

大公報記者 黎慧怡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由下個學年
（2022/23學年）起將有新收生安排，所有
課程均以本科收生，包括原先以大類收生的
「信息工程學」 及 「數學與信息工程學」 課

程，為學生打好數理基礎和思維模式，有助
裝備物聯網時代下工程學的專業人才。中大
工程學院信息工程學系近年着重大數據分
析、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及物聯網的教學，
而網絡安全是最新的教學重點。

畢業生出路選擇多
信 息 工 程 學 最 低 入 學 要 求 為

「334233」，數學與信息工程學，中英數通
則須達 「3453」 ，一科延伸數學達五級或
以上，其他一科選修科達四級或以上，首選

生物／化學／物理／組

合科學／信息與通信技術。
信息工程學課程得到香港工程師學會認

可，畢業生出路廣闊，除了可從事與資訊科
技有關的軟件開發、技術顧問、電訊、網絡
與資訊系統管理工作，亦可踏足金融、翻
譯、心理學不同界別，從事數據處理及分
析。至於數學與信息工程學跨學科課程，學
生具備穩固數學與工程學基本知識，不少畢
業生到世界知名大學深造研究，成為科研人
員。

日前教育局推出最新的《內地
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
劃指南（2022/23學年）》，根據
《指南》數字，在2021/22學年完
成文憑試收生計劃報名程序的香港
學生有4783人，較去年上升近
20%，當中2266名港生獲內地高校
錄取，而經港澳台僑聯招試錄取的
香港學生則有2049人。雖然近年文
憑試考生人數下跌，但完成文憑試
收生計劃報名程序的人數則反而上
升，反映學生對文憑試收生計劃已
有一定了解，對赴內地升學的接受
度亦漸漸提高。

羅永祥表示，事實上，近年赴
內地升讀本科或研究生課程的香港
學生人數穩步上升，由幾年前1.2
萬、1.3萬，增長至去年1.6萬人，
幾乎追平在英國就讀大學或研究員
的港生人數，而後者逐年輕微下
跌。 「這些數字反映回歸以來，愈
來愈多港生看好內地發展前景，選
擇赴內地升學。」

中醫學最熱門 金融學前景佳
他舉例指，近年報讀內地高校

的港生中，較多學生選擇的熱門專
業是中醫學， 「從專業認受性方
面，香港對內地的中醫學認可程度
較高，內地的中醫藥大學，一個學
院有上百名中醫師教授或講師，香
港幾間開設中醫學課程的院校可能
得10幾個，加上最好的中醫藥院校
文憑試收生要求基本是 『3322』 ，
因此受香港學生青睞。」

此外，羅校長亦提到，在內地
院校就讀金融專業的學生，回港就
業都有一定優勢，因不少銀行或其
他金融行業樂意聘請內地畢業的港
生，在內地求學的背景和視野有助
為業務帶來增值空間。

羅永祥透露，近年有不少讀IB
國際文憑課程的學生向他詢問有關
內地升學事宜，可否用IB考試成績
報讀內地院校，但現行制度下未允
許，他們亦要透過報考DSE、港澳
台聯招考試或院校獨立招生等途

徑，方可到內地升學，可見到內地
升讀高校的吸引力無論對傳統中
學，還是私立或國際學校的學生都
愈來愈大。

他說，對比文憑試收生計劃，
港澳台聯招考試提供的院校、專業
選擇較多，參加考生可報考全國約
300所大學，不失為考生的另一選
擇。

根據《指南》最新數字，
2021/22學年在4783名確認報名參
加文憑試收生計劃的本地應屆考生
中，文憑試成績達 「3322」 者有
1630人，721人獲校長推薦並達
「2222」 且總分數達10分，而報讀

體藝類專業並達 「2211」 者則有
285人。

籲靈活調整校長推薦名額
羅永祥指出，在文憑試收生校

長推薦計劃中，推薦名額每校劃一
為八名，有學校較多學生有意升學
內地，惟名額有限，不少中文或英
文科成績達不到 「3」 門檻的學生
得不到推薦機會，而有些中學則用
不完推薦名額。他認為教育局可考
慮調整校長推薦名額，按學生志願
或升讀內地院校人數的比例給予學
校相應名額。

港生大灣區發展機遇處處
談及內地發展的機遇，羅永祥

說，粵港澳大灣區讓香港年輕人有
更廣闊的空間，發展自己的事業和
生活，而到內地升學便是入門途徑
之一，畢業之後，年輕人可以留在
內地城市，亦可以回到香港，無論
如何他們已具備一定的視野，會發
現任何行業粵港澳大灣區都可以找
到發展機會。

「長遠而言，內地升學可以促
進香港與內地融合，是為香港培養
『一國兩制』 建設所需人才的重要

途徑。」 他相信未來香港的發展需
要更多有內地學歷背景的人才，希
望香港政府做好長遠規劃，鼓勵更
多年輕人赴內地升學。

《招生指南》增錄取最低院校志願序號
最新的《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指南（2022/
23學年）》，涵蓋院校收生最新的
數字，包括一般入學要求、可選專
業、錄取人數和收生成績等，更新
增 「錄取最低院校志願序號」 ，供
學生填報志願時參考。

有助掌握各校收生準則
與JUPAS申請策略不同，文

憑試收生計劃的錄取安排以 「順序
志願」 操作，以順序錄取、志願優
先安排，每位申請人可最多選擇四
個院校志願，而每個院校志願下再
選填最多四個專業志願。統一招生
系統將按考生的院校志願順序處理
入學申請，而每個院校志願中，符
合要求的申請人按志願由先到後、
成績由高至低排序後，擇優錄取，

額滿即止。
羅永祥提醒學生，有些內地院

校只收填報當校為第一院校志願的
考生，如中山大學、復旦大學、中
國傳媒大學等。他特別提到，今年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指南（2022/23學年）》
新增 「錄取最低院校志願序號」 一
列，提供2021年度院校各專業錄
取考生填報的最低志願，考生可特
別留意，以免明年三月填報時 「觸
礁」 ，出現 「無效志願」 。

▲中大工程學院下學年改收生安排，旨
在為學生打好數理基礎和思維模式。

2022/23學年文憑試收生計劃重要日程
日期

2022年3月1日至31日

2022年3月1日至6月14日

2022年4月10日前

2022年4月16日前

2022年4月23日前

2022年4月30日前

2022年4月30日前
2022年5月15日前

2022年5月15日至6月14日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事項
考生可登入報名系統作網上報名。

考生可登入報名系統，上載 「學生學習概
覽」 。

登錄系統查看報名審核結果。

未通過審核的考生，須按照系統提示更正有關
信息，再次提交報名申請。

未通過首次審核的考生，可登入系統查看新的
審核結果。

通過審核的考生，須根據報名系統公告的指示
繳交報名費用港幣460元，並上載繳費憑證。

截止時間前，考生可在系統修改志願信息。

於系統公布繳費及最終報名確認結果。

學校可登入系統，上載 「校長推薦計劃」 相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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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想到內地升學，可以透過報考DSE、港澳台聯招考試或院校獨立
招生等途徑。

▲羅永祥校長表示，不少本
港學生有意升讀內地高校，
尋找更大的事業發展空間。

大公報記者 黎慧怡

▲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升學及
發展的人數連年上升。

▲DSE考生近年赴內地升讀的人數穩步
上升。

▲《內地高校招
收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學生計劃指
南》供學生填報
志願時作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