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15/7/2022 

媒體：星島日報  

 

DSE放榜｜JUPAS最後改選時刻必備 各

學系競爭激烈度一帖睇晒 

 
文憑試放榜後，參加大學聯招 JUPAS 的學生可在個別指定時段內免

費加減或調動課程志願次序。資料圖片  

 

文憑試下周三（20 日）放榜後，參加大學聯招 JUPAS 的學生可據實際成績，於

放榜後即本月 21 日至 23 日，在個別指定時段內免費加減或調動大學課程志願

次序，學友社社長伍德基建議同學部署三個志願時，應記緊「一 理想、二 現

實、三 保險」的選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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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基在該社出版的出路指南中撰文表示，大學聯招學位課程向來競爭激烈，

故此，填報志願的優次足以影響能否成功入讀心儀的課程。按過往入學數字統

計分析，各大學聯招課程約有九成學位均派予組別 A（Band A）志願的申請

人，因此組別 A 內的首三個志願尤為重要。同學部署首三個志願時，應記緊

「一 理想、二 現實、三 保險」的選科策略。 

 

Band A 第一志願：理想：可填選最想入讀而實力可及（或對自己來說有一點難

度）的課程 

Band A 第二志願：現實：按現實條件考慮的中規中矩的課程選擇 

Band A 第三志願：保險：按自己的實際條件，作較為保險及穩健的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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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各院校競爭激烈度最多及最少的學系資料，可供同學改選時參考。 

 

資料來源：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 

 

香港城市大學 

競爭度最大學系 

1) JS1110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 每學額競爭人數：33.4 人 

2) JS1113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 每學額競爭人數：28.37 人 

3) JS1041 創意媒體學院 每學額競爭人數：21.33 人 

競爭度最小學系 

1) JS1220 法律理學士與理學士(計算數學) 每學額競爭人數：1 人 

2) JS1122 社會科學學士(公共政策)與法律學學士 每學額競爭人數：1.8 人 



3) JS1207 機械工程學系 每學額競爭人數：2.02 人 

  

香港浸會大學 

競爭度最大學系 

1) JS2370 傳理學學士(榮譽)-遊戲設計與動畫主修 每學額競爭人數：35.1 人 

2) JS2330 傳理學學士(榮譽)-電影主修-電影電視專修 每學額競爭人數：35.06 人 

3) JS1041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榮譽) 每學額競爭人數：28.09 人 

競爭度最小學系 

1) JS2950 文理及科技學士 1(榮譽) 每學額競爭人數：1.4 人 

2) JS2940 創新醫療及社會健康社會科學學士(榮譽)/理學士(榮譽) 每學額競爭人

數：1.53 人 

3) JS2510 理學士(榮譽) 每學額競爭人數：2.02 人 

  

香港理工大學 

競爭度最大學系 

1) JS3310 酒店及旅遊管理(榮譽)理學士組合課程 每學額競爭人數：16.98 人 

2) JS3569 設計學(榮譽)文學士組合課程 每學額競爭人數：15.35 人 

3) JS3080 管理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組合課程 每學額競爭人數：14.08

人 

競爭度最小學系 

1) JS3100 建築及房地產(榮譽)理學士組合課程 每學額競爭人數：2.74 人 

2) JS3612 醫師化驗科學及放射學(榮譽)理學士組合課程-放射學(榮譽)理學士 每

學額競爭人數：3.9 人 

3) JS3240 英文及應用語言學(榮譽)文學士組合課程 每學額競爭人數：4.29 人 

  



香港中文大學 

競爭度最大學系 

1) JS4329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 每學額競爭人數：38.59 人 

2) JS4372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 每學額競爭人數：37.14 人 

3) JS4136 中國研究 每學額競爭人數：33.3 人 

競爭度最小學系 

1) JS4458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每學額競爭人數：1.4 人 

2) JS4446 信息工程學 每學額競爭人數：2.04 人 

3) JS4386 理學士(學習設計與科技) 每學額競爭人數：2.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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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 

競爭度最大學系 

1) JS5313 工商管理學士(環球商業管理) 每學額競爭人數：8.65 人 



2) JS5101 國際科研 每學額競爭人數：8.29 人 

3) JS5181 理學 A 組-延伸主修人工智能 每學額競爭人數：5.95 人 

競爭度最小學系 

1) JS5411 理學士(環球中國研究) 每學額競爭人數：1.42 人 

2) JS5412 理學士(定量社會數據分析) 每學額競爭人數：1.86 人 

3) JS5211 理學士(綜合系統與設計) 每學額競爭人數：2.24 人 

  

香港大學 

競爭度最大學系 

1) JS6092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 每學額競爭人數：21.28 人 

2) JS6080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中文教育(雙學位課程) 每學額競爭人

數：16.47 人 

3) JS6066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英文教育(雙學位課程) 每學額競爭人

數：14.35 人 

競爭度最小學系 

1) JS6286 文學士(人文及數碼科技) 每學額競爭人數：0.72 人 

2) JS6810 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學與法學)及法學士(雙學位課程) 每學額競爭人

數：1.04 人 

3) JS6858 理學士及法學士(雙學位課程) 每學額競爭人數：1.3 人 

  

嶺南大學 

競爭度最大學系 

1) JS7133 動畫及數碼藝術(榮譽)文學士 每學額競爭人數：26.13 人 

2) JS7303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心理學 每學額競爭人數：14.1 人 

3) JS7709 歷史(榮譽)文學士 每學額競爭人數：8.48 人 



競爭度最小學系 

1) JS7302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政府與國際事務學 每學額競爭人數：1.73 人 

2) JS7306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社會與公共政策研究 每學額競爭人數：2.95 人 

3) JS7200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每學額競爭人數：3.24 人 

  

香港教育大學 

競爭度最大學系 

1) JS8404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每學額競爭人數：33.29 人 

2) JS8325 體育教育榮譽學士 每學額競爭人數：32.2 人 

3) JS8726 運動科學及教練榮譽理學士 每學額競爭人數：30.25 人 

競爭度最小學系 

1) JS8702 綜合環境管理榮譽理學士 每學額競爭人數：3.26 人 

2) JS8714 人工智能與教育科技榮譽理學士 每學額競爭人數：3.45 人 

3) JS8507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每學額競爭人數：3.5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