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校務簡報          勞潔儀校監 何志佳副校監 

(二零一七年八月份) 
 

(１)2017年入讀本港及海外院校修讀學位課程學生名單(28/8/2017公布資料) 
 

本校於2017年共有111位(1位拔尖)同學（應考人數：140）入讀本港學院修讀

學位課程，現分述如下： 
 

編號 獲進院校 學位課程／院系 人數 

1 香港大學 內外全科醫學 

14 

(13%) 

 

2 香港大學 精算學 

3 香港大學 建築學 

4 香港大學 護理學 

5 香港大學 測量學 

6 香港大學 經濟學/經濟金融學 

7 香港大學 工學 

8 香港大學 工學 

9 香港大學 理學士 

10 香港大學 理學士 

11 香港大學 理學士 

12 香港大學 理學士 

13 香港大學 文學士 

14 香港大學 文學士  

15 香港中文大學 內外全科醫學 

23 

(21%) 

16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 

17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 

18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 

19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 

20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 

21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 

22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 

23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 

24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 

25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綜合課程 

26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綜合課程 

27 香港中文大學 通識教育 

28 香港中文大學 通識教育 

29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 

30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 

31 香港中文大學 語言學 

32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科學 

 

33 香港中文大學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34 香港中文大學 心理學 

35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 

36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 

37 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 



 

 

 

(１)2017年入讀本港及海外院校修讀學位課程學生名單（續） 

 

編號 獲進院校 學位課程／院系 人數 

38 
香港科技大學 
(獲科大拔尖 
之中五生) 

國際科研 
(於第48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賽 

獲金獎) 

10 

(9%) 

39 香港科技大學 國際科研 

40 香港科技大學 計量財務 

41 香港科技大學 專業會計 

42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 

43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 

44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45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46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47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48 香港理工大學 物理治療學 

13 

(12%) 

49 香港理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 

50 香港理工大學 放射學 

51 香港理工大學 精神健康護理學 

52 香港理工大學 會計學 

53 香港理工大學 會計學 

54 香港理工大學 會計學 

55 香港理工大學 社會工作 

56 香港理工大學 設計學組合課程 

57 香港理工大學 醫療化驗科學 

58 香港理工大學 機械工程 

59 香港理工大學 市場學 

60 香港理工大學 全球供應鏈管理 

61 香港城市大學 生物醫學 

6 

(5%) 

62 香港城市大學 核子及風險工程 

63 香港城市大學 創意媒體學院 

64 香港城市大學 創意媒體學院 

65 香港城市大學 工程管理學 

66 香港城市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 
 

 

 

 

 

 



 

(１)2017年入讀本港及海外院校修讀學位課程學生名單（續） 

 

編號 獲進院校 學位課程／院系 人數 

67 香港浸會大學 
地理/歷史/社會學及通識教學 

(雙學位) 

9 

(8%) 

68 香港浸會大學 
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 

(雙學位) 

69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工作 

70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工作 

71 香港浸會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 

72 香港浸會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 

73 香港浸會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 

74 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研究 

(經濟/地理/歷史/社會學) 

75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 

76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 2 

(2%) 77 嶺南大學 工商管理 

78 香港教育大學 
創意藝術與文化及視覺藝術教育 

(雙學位) 
4 

(4%) 
79 香港教育大學 歷史教育 

80 香港教育大學 英國語文教育─中學 

81 香港教育大學 體育教育 

82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學(精神科) 

10 

(9%) 

83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學(普通科) 

84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學(普通科) 

85 香港公開大學 應用心理學及商業管理 

86 香港公開大學 語言研究(應用中國語言) 

87 香港公開大學 康體管理 

88 香港公開大學 心理學 

89 香港公開大學 動畫及視覺特效 

90 香港公開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 

91 香港公開大學 應用心理學及商業管理 

 

 

 

 

 

 

 

(１)2017年入讀本港及海外院校修讀學位課程學生名單（續） 



 

 
 

編號 獲進院校 學位課程／院系 人數 

92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 

（政府資助學位課程） 

11 

(10%) 

93 珠海學院 
建築 

（政府資助學位課程）  
94 明德學院 文學士 

95 香港樹仁大學 英文 

96 演藝學院 音樂 

97 東華學院 醫療科學 

98 恒生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 

99 恒生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 

100 恒生管理學院 精算及保險 

101 恒生管理學院 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 

102 恒生管理學院 全球供應鏈管理 

103 
北京 

(清華大學) 
經濟與金融國際 

9 

(8%) 

104 
北京 

(北京大學) 
法律 

105 澳洲蒙納士大學 會計 

106 英國布魯內爾大學 職業治療 

107 英國布拉福大學 物理治療 

108 
台灣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 

109 
台灣 

(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 

110 
台灣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系 

111 
台灣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系 

 

 

 

 

 

 

 

 

 

 



 

(２)2017年入讀本港院校修讀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學生名單 

 

編
號 

獲進院校 課程／院系 

1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物理學高級文憑 

2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航空高級文憑 

3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視覺傳意高級文憑 

4 職業訓練局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5 職業訓練局 建築高級文憑 

6 香港專上學院 電影學高級文憑 

7 香港專上學院 會展及項目管理高級文憑 

8 香港城市大學 創意媒體副學士 

9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副學士 

10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環球物流及供應鏈副學士 

11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心理學副學士 

12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工商管理副學士 

13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會計副學士 

14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生物醫學副學士 

15 香港專上學院 旅遊管理副學士 

16 香港專上學院 文科副學士 

17 香港專上學院 會計副學士 

18 香港專上學院 會計金融副學士 

19 香港專上學院 酒店管理副學士 

20 香港專上學院 旅遊管理副學士 

21 香港專上學院 旅遊管理副學士 

22 香港專上學院 體育及康樂管理副學士 

23 香港專上學院 會計副學士 

24 香港專上學院 英文副學士 

 

(３)「學友所承．校本輔導大使計劃」2016-17 
 

 本校同學參加上述計劃表現優異，獲嘉許，茲列詳情如下： 
 

比賽名稱 成績及獎勵 學生姓名 主辦機構 

「學友所承．校本輔導

大使計劃」2016-17 卓越表現獎 

4A陸莉汶、4B蔡愷澄、 

4B林清怡、4B李健烽、 

4D陳靜筠、4D鄭慶霖。 

學友社 

 

＊＊報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