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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第三階段學科退修申請
學生如欲申請退修可於五月三日至五月六日到校務處領取退修申請表，有關申請表格亦
可在學校網頁常用表格 (useful forms)下載，填妥後於五月六日 1:00 p.m.或以前交回校務處，
逾時將不獲受理。校方將審批同學申請，獲校方接納退修申請的同學，可從指定日期起(日期
容後公佈)到圖書館/指定地點進行自修及導修。如 貴家長對退修安排有任何疑問，可致電校
務處查詢。

註：
(1)

獲接納中五級第三階段退修申請的同學，校方在計算中五級整學年總平均分時將不會計算同學所退修的學
科分數。

(2)

假如學生因平均分不達標而重讀中五，他在重讀中五時將不用修讀於上學年已退修的相關科目。

(3)

每位學生在高中期間只可退修一科選修科目，假如學生欲退修多於一科，須書面向校方申請。

(4)

同學在申請退修前須留意各大專院校收生要求，詳情可參閱附件。

此致
貴家長

慈幼英文學校
謝萃輝副校長 謹啟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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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 Withdrawal of electives for S5 students in the third term
Students who plan to withdrawal elective subjects can obtain the application form from the school
office during 3/5 to 6/5. The form can also be downloaded from the school webpage  Useful
Forms. Please submit the completed form to the office on or before 6/5 1:00 p.m., late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For approved applications, students will be allocated to school library for
self-study or tutorials. Please contact the school office for more information.

Notes:
1.
For students whose withdrawal application is accepted, their subject marks will not be counted in the annual
marks of that year.
2.
If students who will be demoted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hey do not need to re-take those withdrawn
subjects they have applied.
3.
Each student is allowed to withdraw ONE elective subject only, student needs to write to the school principal for
extra subjects to withdraw.
4.
Students can refer to the attachment on the basic entranc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institutes before
application.

附件一/ Attachment 1

2022 年各中六後出路之一般入學要求
 本篇只列出各院校一般入學（最低）要求，各課程或有指定科目要求及 / 或優先考慮及 / 或更高等級之安
排，請參考
o 聯招： www.jupas.edu.hk/tc/programmes-offered/課程頁面內的”Programme Entrance Requirements”
o E-App：www.cspe.edu.hk/tc/ipassprogsearch.page 課程頁面內的「入學條件」
o 各大學課程網頁
 各課程之收生分數或比一般入學要求更高，請參考聯招網站新生入學成績了解各課程之收生中位數：
o 聯招：www.jupas.edu.hk/tc/useful-material/ > 文件 > 新生入學成績
o E-App：www.cspe.edu.hk/tc/admission-scores.page
 本篇資料僅供參考，並未列出所有課程，以及為 2022 年度之數據。具體細節安排或有修改，一概以院校公
布為準。

一般入學要求
中 3 英 3
數 2 通 2
選修科 3 3
(兩個選修)

課程 / 出路
教資會資助學士課程（聯招）
 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城大、浸大
自資學士課程（E-App）
 HKBUSCE
教資會資助學士課程（聯招）
 教大
 不計算 M1/M2 作一個選修科：嶺大

中 3 英 3
數 2 通 2
選修科 2
(一個選修)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課程（聯招）
 都大、仁大、THEi
 部份課程（醫療課程）：明愛
 按個別情況決定是否視 M1/M2 作一個選修科：珠海、恒大、東華
 不計算 M1/M2 作一個選修科：伍倫貢
自資學士課程（只列部份）（聯招或 E-App）
 都大（聯招）、仁大
 按個別情況決定是否視 M1/M2 作一個選修科：嶺大、恒大、THEi、
珠海、東華
 不計算 M1/M2 作一個選修科：伍倫貢、教大、耀中
註冊護士訓練課程（只列部份課程）
 醫管局

中 3 英 3
數 2 通 2
(不需選修)

中 2 英 2 數 2
另外兩科 2
(最少一個選修)

中 2 英 2
另外三科 2 2 2
(最少一個選修)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聯招） / 自資學士課程 (E-App)
 明愛（醫療課程除外）
登記護士訓練課程
 醫管局、四間私家醫院、都大、東華
教資會資助副學士 / 高級文憑課程（聯招）
 教大
自資學士副學士 / 高級文憑課程（只列部份課程）（E-App）
 BU CIE
 不計算 M1/M2 作一個選修科：IVE、HKU SPACE、HKCC、CU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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