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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創辦於 1956 年，一直秉承“全人教育” 
的辦學理念，致力培育學生成為仁德兼備的社會領袖，
知識全面的環球公民，服務社會以至世界。

作為提倡全人教育的先驅者，浸大在教與學、創新研究
和社會服務三大發展範疇上力臻至善。除了提供專業和
通識學科的教育外，亦不斷鼓勵同學實踐跨學科學習並
通過多元活動自我增值，以迎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新世代
所帶來的新挑戰和機遇。

浸大的學科文理兼備，通材達德，以成為頂尖研究型博雅
大學為目標。浸大擁有三項基因素質：“關愛”、“創意” 
和“國際視野”。除了積極在校園推廣關愛文化，浸大也
善用自身優勢，領導大學社群服務社會。在學術上，浸大
卓富創意，始創開辦多個學院和學術課程。大學的視覺
藝術院和電影學院是香港首創的，還有香港首個全日制
傳理學、中醫藥學、人文學及歐洲研究學士學位專業、
以及“創業學”專修。為進一步提升畢業生的競爭力，近年
大學積極開辦配合社會發展的新專業，例如 2019 學年開辦
四個新專業，包括創意產業音樂學士、商業計算及數據
分析理學士、理學士─生物資源與農業科學主修，及
地理、歷史、社會學及個人、社會及人文教學雙學位。
其中生物資源與農業科學主修，是全港首創的唯一一個
融合生物資源管理與農業科學的專業課程，創意產業音樂
學士也屬全港首創，旨在為創意及娛樂業界培養專業音樂
人才。至於 2020 學年起，大學亦將開辦兩個新專業，
分別為环球萤幕演技藝術學士，課程涵蓋表演藝術、演技
訓練及當代文化研究等；另一新專業為全球及中國研究社會
科學學士，主要研究全球化的轉型和中國的轉型之間的
相互關係，兩個專業均待大學正式審批。

在創新研究方面，我校近年成立了多個研究中心和實驗室，
進一步推動跨學科和具創意的研究，培訓專業人才。此外，
我們也成立了“饒宗頤國學院”，以傳承國學、弘揚中華
文化為己任。

隨著全球化趨勢，高等教育已經突破地域界限。現今大學
畢業生的職場已不再局限於本土或鄰近地區，他們隨職
而遷，乘勢而動。所以，推動大學國際化是浸大其中
一項重點發展目標，大學將繼續開拓更多機會讓同學
能走出課堂，到海外交流、實習、參與研究或義工服務，
藉以讓同學體驗不同文化，累積更多經驗，裝備他們成為
具競爭力的國際公民。

浸大創校至今超過 60年，已建立堅實基礎，除了擁有不少
獨特而優秀的學科，浸大學生亦具有創意、關心社群、
勤奮樸實等可貴的優點。浸大的辦學宗旨，是珍惜每一類
人才、擁抱人才的多元性、提供培養人才的多元環境、
讓每位同學都有豐富機會，發揮獨有的才幹。在這個無限
機遇的世界，浸大會幫助同學發掘、發展、發揮才華；
至於如何將自己的才華髮光發熱，靠的就是同學自己。

我期待更多優秀的同學加入香港浸會大學，為自己締造
不一樣未來。

校長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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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創立於 1956 年，是一所獲香港特區
政府資助的公立大學，並授權頒發博士、碩士、學士、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學位。大學轄下有八個學院─
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中醫藥學院、傳理學院、
理學院、社會科學院、視覺藝術院及持續教育學院。
其中，持續教育學院亦提供不同範疇的自資課程。

大學
概覽

HKBU
創辦於

1956年7,100 350+
全球交流或合作伙伴

550+
國際生

4,000
研究生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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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主修
60-67學分

通識教育
18學分 大學

核心課程
13學分

選修
30-37學分 128學分

香港首創

除特別注明外，大部份專業修讀期為四年
（最少 128學分）

HKBU

中醫藥學 傳理學

歐洲研究

創業學

人文學

專
業

電影學院 視覺藝術院

學
院

創辦於

1956年7,100 350+
全球交流或合作伙伴

550+
國際生

4,000
研究生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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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通過多元化的課程及課外活動，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幫助同學提升品格、發揮
才能和增廣見聞。

服務學習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回饋社會，並培養他們關愛待人的精神。通過參與
或策劃服務團，讓他們發揮創意並訓練自主策劃活動的能力。

舍堂教育
獨特的捨堂文化和多元化的活動幫助同學培養獨立處事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大學
設有四個舍堂，每個舍堂均有捨監、舍堂主任、學長及宿生會幹事與宿生共同生活。

文化適應活動
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如新生日、文化適應講座、廣東話班、
參觀、義工及戶外活動等，幫助同學了解香港文化及適應
新生活。

生活諮詢
內地生關顧服務組會就文化適應、生活規劃等不同方面
為同學提供指導。

學業指導
安排教授指導同學的學習和主修選擇。

親善家庭計劃
為內地生安排接待家庭，讓他們在異地可以得到關懷與
協助。自 2003年起，已有接近 1000個接待家庭及超過
2000位學生參與計劃。

全人發展導師計劃
協助同學在知識、體能、專業、心理和社群範疇上全面
提升，積極設計個人發展計劃。

內地香港青年聯合會
成立於 2000年的一個非牟利學生組織，致力幫助內地
生適應和融入香港，保護他們的在港權益，透過舉辦各類
活動，促進內地生與本地生的交流。

全人
教育

浸大一直堅守“全人
教育”的理念。除了
傳授專業知識外，更
透過各類課程、實習、
體驗計劃和校園生活
等，培育同學成為有
修養、積極自信、關愛
社群及有承擔的社會
棟樑。

關懷文化 浸大不僅是一個培育全人的基地，亦是一處重視關愛文化的地方。
大學了解到內地新生來港升學所面對的語言和文化差異，以及生活與
社交習慣的不同，因此特別為內地生舉辦各類學習支持活動，幫助
同學盡快適應在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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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國際人才匯聚的大都會，浸大致力促進大學國際化，開拓及
加強與世界各地大學和機構的合作關係，推進學術研究、學生事務等
範疇的交流，豐富師生的國際視野，提高他們對世界事務的認識和興趣。

交換生計劃
大學與北美、南美、歐洲、澳大利亞、亞洲、非洲及
內地等知名學府簽訂交換生協議書，每年協議互派交換生
學習，交換為期半年或一年。成功被獲派交流的學生，大學
會為他們提供資助金，成績優異者並會獲得獎學金。

大都會體驗計劃
每年資助學生到各國大城市進行為期六星期的工作實習，
提高同學對環球商業、文化及生活的認識，並通過工作
及文化體驗，培養國際合作理念。

駐校總領事計劃
每年邀請各國駐香港總領事親臨校園與師生交流，擴闊
師生國際視野，至今已有 46 位各國駐港總領事參與
計劃。

國際作家工作坊
每年舉行“駐校作家計劃”接受各地作家申請，經甄選
邀請作家在春季駐校一個月，創作之余與學生見面分享
經驗；同期舉行國際作家工作坊文學節，邀請駐校作家與
不同範疇的專家學者交流灼見。在秋季邀請一位卓越的作家
訪校，舉行作品朗誦及與香港作家對談，分享寫作心得。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
每兩年邀請六至八位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到校園進行學術
交流活動，以講座、研討會及課堂等形式與師生、業界
及公眾交流心得，分享前線工作經驗。

國際模擬聯合國會議
每年派出學生代表團參加世界各地不同的模擬聯合國 
會議，培育學生成為具備國際視野的世界公民及環球
領袖，讓他們立足於瞬息萬變的時代。

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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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特色
以“心系香港 達貫全球”為理念，致力培育學生的想像力及文化
觸角。

研究成績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最近一次的《研究評審工作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報告，學院研究成績斐然：

音樂：17%獲評為四星（達世界領先水平），名列全港第一，
是浸大四個稱冠的研究領域之一；

英國語言及文學：17%獲評為四星（達世界領先水平），為
全港第一；

中國語言及文學：5%獲評為四星（達世界領先水平）、27%
獲評為三星（達國際卓越水平），總和為全港之冠。

師生殊榮
創意及專業寫作專業李慧詩同學於“印尼亞運會”奪得金牌及
銀牌各一面。

創意及專業寫作專業梁燕峰同學於首屆“香港浸會大學尚志會
全港英語詩歌比賽”獲得冠軍。

創意及專業寫作專業李特同學和楊益東同學於香港廣告商會
主辦的“金帆廣告大獎—學生組別”取得銅獎。

英國語言文學專業何沛琳同學於“香港國際模擬聯合國會議”
獲得東南亞國家聯盟榮譽獎。

宗教及哲學系博士生戴嘉羅同學獲歐洲中國哲學學會頒發青年
學者獎。

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黃國巨博士於“第 28屆香港舞台劇獎
頒獎禮”中獲得最佳劇本獎。

語文中心高級講師朱少璋博士因推動文化藝術表現傑出，獲香港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

文学院
學院創立於1961年，由七個部門組成，
並提供以下專業：

文學士（包括六個主修：中國語言文學、
人文學、翻譯學、創意及專業寫作、
英國語言文學，以及宗教、哲學及
倫理） 
音學文學士 
創意產業音樂學士

 arts.hkbu.edu.hk

學院
簡介

國際作家工作坊

每年邀請中國內地、台灣及海外作家來訪，
通過不同的活動，與本校師生、本地作家及
社會大眾交流，分享寫作經驗。

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每兩年舉辦一次，獎勵世界各地傑出的華文
長篇小說創作，藉以提昇華文長篇小說的
水平，歷屆首獎得主包括香港作家黃碧雲、
內地作家莫言、賈平凹、王安憶、閻連科、
劉慶和台灣作家駱以軍。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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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學院創立于 1956 年，由五大學系
組成，設有七大專修，包括會計學、
應用經濟學、創業學、財務學、人力 
資源管理學、資訊系統與電子商貿學
及市場學，以迎合各界對商管人才的 
需求。同學亦可以選讀學院與加拿大
西門菲莎大學合辦或與波蘭華沙科
依敏斯基大學合辦的四年制雙學位
課程。另外，本院與理學院合辦商業
計算及數據分析跨學科專業，為同學
提供更多選擇。 

 bba.hkbu.edu.hk

三重認證
全球少於 1%榮獲三大商學教育認證機構頒發國際認證的商學院
之一：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協會 
(AMBA)

歐洲質量發展認證體系 
(EQUIS)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會 
(AACSB International)

體驗學習
學生必須于修業期內完成下列其中一項體驗學習（最少 120
小時）：

海外交流 
本地或海外機構實習 
服務學習項目

畢業出路
97%于畢業半年內全職就業，其余創業或出國深造。

師生殊榮
學院榮獲英國《金融時報》選為 2018年亞太區頂尖商學院
第 24位；商業管理理學碩士課程更入選其 2018年全球百大
最佳管理碩士課程，成為全港首個登上該國際排名榜的碩士
課程。 

學院7位教學人員獲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優配研究金，
以支持其研究項目。 

傑出學生榮獲數碼港創志微型基金，開拓初創企業。 

學生代表分別于中國銀行（香港）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舉行
的兩場創業比賽中勇奪冠軍。 

培訓計劃

商業領袖培訓計劃

旨在培訓學生的商業技能，透過公開演說、
專業調解、品酒等工作坊，提升學生解難能力，
以及表達和溝通技巧。

飛躍學生大使計劃

為獲選的學生大使提供領袖訓練，讓他們學習
主持技巧及商務禮儀，並派他們代表學院出席
校內外重要活動，以培養他們成為具社會道德
的商業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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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學院
學院創立于 1999年，是香港首間獲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開辦中醫藥
本科教育的學院。 學院率先于 1998年
創辦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
雙學位專業，並于 2001年創辦全港
唯一的中藥學學士專業。 

 scm.hkbu.edu.hk

研究成績
擁有香港最大的中醫藥教研隊伍，有 10間研究所及
研究中心。

研究水平居於國際同類研究前列，許多高水平研究論文
和學術專著在國內外發表。

多項研究分別獲美國專利商標局和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的授權專利。

在《中國‧兩岸四地中醫藥類院系的國際學術論文
表現 (2013 - 2017年 )》報告中，在“前 25%期刊發
文數量占比”和“Nature Index收錄期刊發文數”均
名列第一，整體論文質素更居榜首。

活動
中藥創新藥物研發高峰論壇 
中醫藥國際貢獻獎 
傑出學人講座

師生殊榮
由副院長趙中振教授構思的“中醫藥文化樹”，獲登
2019年第一期《世界中醫藥雜誌》英文版封面。該
雜誌發表各個中醫藥範疇的原創研究文章，由世界
中醫藥學會聯合會贊助出版。

教學科研部副教授韓全斌博士及團隊研發的名貴中藥
質量檢定技術于“第一屆亞洲發明展覽會—香港”獲得
金獎，教學科研部張宏傑教授及團隊研發的美白及
預防皮膚衰老的護膚產品則獲頒銅獎。

研究團隊發現兩種常用中藥蘭科植物“鐵皮石斛”和
“金釵石斛”含有強效抗氧化和減少黑色素形成作用的
天然芪類化合物，研究成果于著名國際學術期刊《歐洲
醫藥化學雜誌》發表並獲得美國專利。

學生隊伍參加于美國舉行的“2018年國際生物分子
設計大賽”，憑著創新研究項目“改良全新骨質疏鬆
靶向治療藥物”，勇奪研究項目金獎和最佳研究項目
影片亞軍。

兩支創業團隊分別于廈門大學舉辦的第四屆中國
“互聯網 +”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及浙江大學舉辦的
“創青春”全國大學生創業大賽贏得銀獎和銅獎。

2018年學生應考香港註冊中醫師考試的合格率達到
100%。

中藥標本中心 
中醫專科門診

學院專屬設施
擁有多個全港唯一的中醫藥專屬設施，包括：

中醫藥學院教研大樓 
中醫藥專科圖書館 
中醫藥博物館 

醫療及臨床教學服務
10間中醫藥門診（由學院直屬管理）

7間中醫藥診所（與香港醫院管理局及 
非牟利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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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理學院
學院成立於 1968年，是大中華地區
頂尖傳播學院之一。學院設有電影
學院、傳播系和新聞系，提供多元化
的專業訓練，包括三個主修：新聞、
公關及廣告、電影，合共設有八個
專修，包括：中文新聞、數據與媒體
傳播、國際新聞、公關、廣告及品牌、
組織傳播、電影電視、動畫及媒體
藝術。

 www.comm.hkbu.edu.hk

最新課程發展
為了培訓演技人才，學院於 2020 年首辦环球萤幕演技
藝術學士專業。課程涵蓋表演藝術、演技訓練及當代
文化研究等。教學內容綜合舞台新媒體表演技術、
電影及傳統舞台表演等。

學院與澳洲昆士蘭大學社會科學系合辦本科四年制
雙學位課程，合資格修讀的學生將於兩所大學學習，
完成後將獲兩所大學所頒發的學士學位。

學院特色
傳理視藝大樓設施完善，包括錄像、菲林、聲音與
印刷等媒介的編輯與剪接設備、混音錄音室、電影電視
攝影棚、人工智能實驗室、傳播行為研究設施，以及耗資
港幣 600萬元設置全亞洲獨有的杜比全景聲製作室。

傳播系提供的廣告及品牌專修、公關專修是大中華
地區唯一獲得國際廣告協會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IAA)) 鑑定認可的。同學畢業時除獲得浸大
學士學位外，亦同時獲得 IAA頒發的認可證書。

多元發展
學院鼓勵同學走出框框、實踐創意、探索世界 :

資助學生到海外院校上課、實習、研究及參與國際
合作計劃等。

資助學生參加交流團，學生足跡遍布全球，如德國、
意大利、荷蘭、維也納、布拉格、盧旺達、美國、
俄羅斯、西班牙、杜拜、日本、南韓、北韓、新加坡、
泰國、柬埔寨及緬甸等。

電影學院的點子工作室，資助學生拍攝電影，並安排
作品於本地戲院上映及參加國際知名電影節。

學習體驗
各主修均設學生實習平台。新聞系學生參與校園中英文
實驗報紙的編輯工作；電影系學生籌辦電影欣賞及
座談會；公關及廣告系學生為真實客戶提供公關及
推廣服務。

與業界交流
電影學院講師潘恆生先生獲邀出任奧斯卡金像獎評審。

學院與騰訊研究院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聞、虛擬
實境等新媒體技術創新領域建立合作伙伴關係。

“傳理”的起源

在 1968 年時，傳媒行業一般被稱為“傳播” 
(Communication)，但學院創辦人余也魯教授認為該
學科是理論與實踐結合，是研究傳播學的知識，於是
決定仿效物理和心理學等，稱之為“傳理學”，也可
簡稱“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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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比賽�擴闊視野

由數學系校友和計算機科學系學生組成的團隊在
2019 華為雲端香港峰會的“人工智能 (AI) 開發者
大賽”中勇奪銀獎。該團隊亦於“領創者”滬港台
三地上銀金融科技創新大賽 2019 中取得季軍。

計算機科學系學生隊伍參加由亞洲超算協會舉辦
的“2018 世界大學生超級計算機競賽”，與全球
300 多支隊伍較量，是唯一晉級決賽的香港代表，
並奪得一等獎。

獎學金計劃
學院設有“優秀學生海外研究獎學金計劃”，資助同學
於暑假期間到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在傑出教授和學者帶領下進行四至八週的研究活動。 
2019年同學曾前往英國倫敦帝國學院、加拿大麥吉爾
大學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等知名學府。

4個研究中心 
2個內地科研平台

理學院
學院創立於 1961年，由生物、化學、
計算機科學、數學及物理五個學系
組成，設有八個主修專業，包括應用
生物學、生物資源與農業科學、分析
和檢測科學、化學、計算機科學、
數學及統計，物理及綠色能源，以及
與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聯合開設的 
雙學位課程─數學及統計及精算學。
另外，學院亦與工商管理學院合辦
商業計算及數據分析跨學科專業，為
同學提供更多選擇。

 sci.hkbu.edu.hk/ug

主要研究單位
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5間研究所

獲授權專利
63項來自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澳門及香港
的專利。

研究成績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公佈最近一次的《研究評審工作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報告，在“自然科學”
評審小組下的“數學及統計學”類別，數學系的研究
活動不但獲評為四星（達世界領先水平），而且在全港
獲評為四星的院校中排名第一。

全球首創
化學系研究團隊研發的“快速多維抗藥分析系統”
提供準確快速抗藥性和藥效分析，以減低濫用和錯用
抗生素。

物理系和化學系
研究團隊研發的
功能納米材料
塗層，有助提升
藥物純度，以
加強藥效和減低
副作用。 

化學系研究團隊研發的金屬類抑製劑，有望應用於
治療乳癌中最難治療的三陰性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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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學院創立於 1971年，設有七個學系
（四個為學術學科：地理、政治及
國際關係學、歷史和社會學；三個
為專業學科：教育學、體育及運動學
和社會工作）及開辦 14個本科專業。
另外，學院設有多個研究中心，促進
教學及學術研究，並提供顧問服務。

 sosc.hkbu.edu.hk

學院特色
致力成為全球化社會科學研究及全人教育的翹楚。

課程強調學生的全人及專業發展，並啟發學生創意。

資助教學研究人員參與各項前瞻性的社會研究；鼓勵
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國際交流和體驗學習活動。

提供一系列受歡迎的本科專業及開辦一些創新的專業
學位課程，吸引不同界別（如教育工作者、公共行政
人員、社會工作者等）及海外人士就讀。

課程發展
社會科學核心科目旨在鞏固學生對作為“社會科學院
學生”的身份認同，並加強他們的社會觸覺和分析
能力，從多角度認識和思考社會議題，擴闊世界視野、
提升對跨文化的理解和就業能力。學生於一年級修讀
“社會科學初探”核心課程，並於三或四年級修讀“社區
和公民參與”或“全球外展體驗”的體驗式學習課程。

歐洲研究法文組專業自 2019/20及 2020/21學年起，
分別與法國里昂政治學院及波爾多政治學院合辦
雙學位課程。有興趣並合資格的學生可於 5年修業
期間前往其中一間學院，學習當代世界事務的知識。
完成後將獲頒兩個學位：完成首四年課程可獲香港 
浸會大學頒授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完成第五年
課程則可獲頒授相關政治學院的碩士學位 (Diplôme 
de Sciences Po )。

活动

一期一會社科體驗研習計劃

自 2012年起為學生提供跨文化、靈活及實用的學習
體驗計劃，幫助他們發展所長，鼓勵他們通過課堂外
的學習（如交流、工作實習、小區研習等），增廣
見聞。

師生殊榮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高級講師 Tushar Chaudhuri博士
獲頒授 2019年教資會傑出教學獎（一般教學人員組別），
成為首位榮獲此殊榮的浸大學者。 Chaudhuri博士致力
透過創新教學計劃、國際性項目，以及別具創意的先進
科技，令學生的學習體驗得以多樣化和國際化。

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潘佳雁博士及其團隊獲研究資助局
2018/19年度“研究影響基金”撥款港幣 440萬元，
資助研發和評估在線輔導的有效性，以協助香港社交
焦慮患者。

體育及康樂管理三年級陳浩源同學於 2018年在澳洲
墨爾本舉行的“澳洲殘疾人羽毛球國際賽 2018”奪得
男子單打冠軍，更歷史性打敗世界排名第一的南韓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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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院
學院於 2005年成立，是香港首間獲
政府資助提供全方位正規視覺藝術
學士學位專業訓練的學院，培訓
跨領域的藝術與設計人才。

 ava.hkbu.edu.hk

學院特色
視覺藝術的專業由九科必修科目以及兩個專修範疇共多達 86個
選修科目組成，兩個專修範疇包括藝術及媒體創作和工藝及
設計。

學生可通過專修範疇修讀素描與繪畫、中國書畫、媒體藝術、
雕塑、平面設計、陶瓷、玻璃、立體設計、體驗設計等。

師生殊榮
助理教授尹麗娟女士於“2018香港藝術發展獎”中獲得藝術家
年獎（視覺藝術）。

校友譚頌汶先生在畢業後三年間即在“2018香港藝術發展獎”
中榮獲藝術新秀獎（視覺藝術），是歷屆最年輕的獎項得主。

四年級劉美寶同學與藝術伙伴創作的作品“沉球”，入選“駿業街
遊樂場公共藝術計劃”，並置於觀塘駿業街遊樂場，是七組獲選
作品之一。

講師 Andrea Ingrassia創作的OH家具組合於瑞士舉行的“第 47屆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中獲頒金獎殊榮，其同一系列的 OHO首飾
組合則獲得銀獎。

活動

國際藝術行動 (International Art Moves) 
創辦人兼策展人 Martin Müller 和 Anne 
Müller於 2018/19年在浸大開辦工作坊，
並邀請學院五名學生帶著作品到德國柏林
的展覽館Kunstquartier Bethanien策劃展覽。

學院四位同學於 2019年參與學院與英國
倫敦藝術大學合辦的藝術家駐留計劃。

學院有 24位同學於 2019年參加遊學團，
參觀威尼斯雙年展和參與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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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大部分專業均以“聯合收生”的方式錄取學生，在聯合收生
製度下，同學可以按自己的興趣報讀心儀的學院，入學後利用一年
時間了解有關學科的不同範疇，並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主修／專修。
其余專業則以“獨立收生”方式錄取學生，同學於入學時已選定主修／
專修。各專業除特別註明外，修讀期均為四年。

專業
概覽

浸大與海外多所著名大學合辦雙學位課程，同學分別於
浸大及海外大學就讀，完成後將獲得由浸大及海外大學
頒發的學位。合作伙伴包括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澳洲
昆士蘭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波蘭華沙科依敏斯基
大學等。詳情請參閱各學院網站。
新設專業有待大學審批。
2020/21年度暫不錄取內地生。
上述內容如有更新，請參閱各學院網站。

1.

2. 
3. 

4. 

備註：

學院 聯合收生 獨立收生

 文學院

文學士
主修選擇：
中國語言文學
創意及專業寫作
英國語言文學

中國語言文學文學士

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

英國語言文學文學士

人文學文學士

宗教、哲學及倫理文學士

翻譯學文學士

音樂文學士

創意產業音樂學士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士 1

專修選擇：
應用經濟學
創業學

工商管理學士—會計學專修  1

 中醫藥學院 —

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 六年
(雙學位課程 )

中藥學學士

 傳理學院

傳理學學士 1

主修及專修選擇：
新聞
中文新聞
數據與媒體傳播
國際新聞

傳理學學士—電影主修—動畫及媒體藝術專修

傳理學學士—電影主修—電影電視專修

环球萤幕演技藝術學士

 理学院

理學士
主修及專修選擇：
分析和檢測科學
應用生物學
生物技術
環境科學
生物資源與農業科學
化學

—

 社會科學院
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地理／政治及國際關係學／歷史／社會學）
主修選擇：
地理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  歷史  社會學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

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法文 1

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德文

社會工作學士

全球及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2

 視覺藝術院 — 視覺藝術文學士

 跨學科專業

地理／歷史／社會學及通識教學 (雙學位課程 ) 五年 3

主修選擇：  地理   歷史  社會學
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 五年 3

(雙學位課程 )

地理／歷史／社會學及個人、社會及人文教學 (雙學位課程 ) 五年 3

主修選擇：  地理   歷史  社會學
商業計算及數據分析理學士 

計算機科學
計算及軟件技術
數據與媒體傳播
資訊系統及分析
物理及綠色能源
應用物理
能源管理及科技

數學及統計
精算統計學
金融風險管理
運籌學
定量數據分析
科學計算
數學及統計及 
精算學 1

人文學
宗教、哲學及倫理
翻譯學

財務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

資訊系統及電子商貿學
市場學

公關及廣告
廣告及品牌
組織傳播
公關

主修／專修分配準則（適用於以聯合收生為收生模式的學院／專業）
同學須於第一學年的下學期選取主修／專修，各學院分配主修／專修主要
考慮以下因素：
國家統一高考成績
一年級累積平均積點  
(Cumulative Grade Point Average)

詳情請參閱各學院網站或招生網頁 http://admissions.hkbu.edu.hk/ug/mainland

學生選擇主修／專修意願
相關基礎科目的成績
面試表現（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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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
計劃浸大以獨立招生方式錄取學生，31省市區的應屆高考生（包括复讀生）可直接向

大學遞交入學申請。

申請資格及方法

備註：
1.填妥申請表及繳費後將獲發電郵通知申請編號。
2.只接受網上繳費。入學申請費一經繳交，恕不退還。
3.每位申請人只須繳費一次，重複繳費概不退還。
4.香港浸會大學沒有委託任何中介人或中介公司處理招生事宜，有關申請及費用請直接交予香港浸會大學。
5.為免延誤申請，請務必填寫申請者本人的聯絡資料。

申請人可登入網上申請系統 (http://www.hkbu.edu.hk/mainland/app) 並根據指示完成以下手續：

1.填妥申請表並上載有關證明文件；以及

2.以網上支付平台繳交申請費港幣 450元，繳費詳情請參閱申請系統內“申請須知”。

1. 

2. 

江蘇省考生須考獲以下成績：

高考成績達一本線或以上；
英語分數達 90 分（工商管理學院專業與商業
計算及數據分析理學士的英語要求為 96分；
环球萤幕演技藝術學士的英語要求為 108 分
或同等資歷）；以及
最少兩門選修科達 A 級或以上。

1.

2.

3.

入學要求及錄取標準

注 1:   同等資歷為雅思考試總成績達 7.0或其他同等資歷
注 2: 同等資歷為雅思考試總成績達 6.5或其他同等資歷

申請人須於國家統一高考達到以下成績：

高考成績達所屬省市區報讀第一批重點高校的分數線（一本線）
或以上；以及

英語分數達 110分，個別專業的英語分數要求如下：

英語分數最低要求
120分
120分

學院／專業
工商管理學院專業

商業計算及數據分析理學士

环球萤幕演技藝術學士

135分或同等資歷注 1

申請人若符合下列要求亦可獲考慮： 
在面試及遞交的個人履歷檔案中展示
優秀才能；及 
高考英文成績達 120分或同等資歷注2	

如獲錄取，需修讀補充的英語課。

i) 

ii) 

網上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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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大學錄取者必須繳交確認錄取費及遞交確認文件，逾期繳交者將當作放棄論，所有已繳費用將不獲退還。申
請人若於 2020 年 8 月上旬* 仍未收到大學的錄取通知，則可視為落選，大學將不再另函通知。

面試資格
申請人須於國家統一高考成績達到最低入學要求，才有機會獲
邀參加面試。由於面試名額有限，各專業競爭激烈，考獲一本
線的合資格申請者人數眾多，面試分數線會因不同專業的情況往上
調，只有少數成績卓越的考生可獲面試安排。故此，申請人的高考
成績及所報讀專業的報名情況兩者同時決定考生是否有面試機會。

備註：所報專業於 7 月 12 日後將不能更改，請申請人慎重選擇報讀的專業。

面試安排
面試名單會將於七月下旬於招生網頁公佈，
申請人請密切留意短訊、電郵及網頁最新消
息。面試形式及部份專業的特別面試安排，
請瀏覽招生網頁“專業概覽”內容。

各學院／專業均以國家統一高考成績為錄取標準，個別專業另設入學面試作綜合評估，擇優錄取：

學院／專業 入學要求

文學院 文理兼收

工商管理學院 文理兼收

中醫藥學院 只招收理科生注 1

傳理學院 文理兼收

理學院 只招收理科生注 2

社會科學院 文理兼收

視覺藝術院 文理兼收

商業計算及數據分析理學士 文理兼收

入學面試
除音樂文學士及創意產業音樂學士專業外， 

其他專業不設入學面試

申請人若高考成績非常優異，或會獲豁免入學面試直接錄取

除傳理學學士 ( 電影主修—電影電視專修 ) 及 
环球萤幕演技藝術學士專業外，其他專業不設入學面試

不設入學面試

除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及社會工作學士專業外， 
其他專業不設入學面試

不設入學面試

中醫藥學院：
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其中一門必須為生物／生命科學
中藥學學士：其中一門必須為化學

備註：
如高考省市屬不分文理科，申請人報讀以下學院時，須符合指定選考科目要求：
1. 理學院：

理學士：其中一門必須為物理、化學、生物／生命科學、技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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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學年升學費用：

2020/2021學年全年學費為港幣 140,000元，分上、下學期繳交。學費日後或會調整，大學將另行通告。

有關學生舍堂宿費的詳情，請參閱 http://sa.hkbu.edu.hk/sas/ug-housing/hall-fees-and-payment

升學費用

獎學金計劃
為獎勵成績優異的內地生，大學特設全額獎學金（每年港幣 190,000元）及半額獎學金（每年港幣 95,000元）。

評核標準以高考及面試成績為基礎（不設面試的專業則按高考成績為基礎），各學院（視覺藝術院除外）內綜合
表現最優秀且英語分數達 120分的學生（江蘇考生英語分數須達 96分）可獲頒發獎學金，大學將於發出錄取時一併
通知獎學金詳情，同學毋須另行申請。

獎學金只頒予須申請學生簽證來港就讀的內地生。

獎學金生每年成績須達到指定要求，方可於修讀期內獲續頒獎學金。

招生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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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人數：183人
受訪人數：183人

備註：具體內容及詳情當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公佈的最新消息為準

香港就業性質

其它

37%

20%

15%

12%

7%

7%

2%

行政 管理

教學 社會服務

會計 金融 商界

醫療 保健 康樂

傳媒 廣告 設計

科研 統計 系統

美国
45%

英国
33%

加拿大
11%

澳大利亞
11%

海外升學地區

在學期間可以從事
暑期工作
與學習課程相關的實習工作
校園內的兼職工作

畢業後可以
不受任何條件限制留港一年

升學就業
統計

香港就業
25%

內地就業
36%

香港升學
25%

海外升學
10%

其它
4%

2018 年度畢業生概況*

內地生於在學期間�
及畢業後在港工作措施

工作機構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麥肯錫公司
摩根大通公司
匯豐銀行

中國銀行
花旗銀行
英皇金融集團
香港總商會
華爾街日報
彭博
鳳凰衛視

21世紀經濟報道
Ketchum Newscan

愛德曼國際公關（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
醫院管理局
仁濟醫院
美國商會

美國
哈佛大學
耶魯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
康乃爾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
密歇根大學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澳大利亞
昆士蘭大學

海外深造學府
加拿大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英國
牛津大學
倫敦帝國學院
倫敦國王學院
愛丁堡大學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法國
巴黎政治大學

荷蘭
瓦赫寧恩大學

日本
京都大學

畢業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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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學問
在浸大的四年，是一段富有收穫
與驚喜的難忘時光。大二之初
選擇統計專業，使我開始了一段
充實的知識之旅。浸大數學係
不僅提供了紮實的基礎課程，還有多種多樣的選修課程，使我
能發展自己的興趣所在。學系的暑期科研項目，讓我能與教授
深入接觸；他們的學術精神鼓勵我深入探索統計的研究領域，令我
確立目標，對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

同時，浸大倡導的全人教育豐富了我的大學時光，使我有機會
參加各種社團活動，鍛煉團隊協作和領導能力；我亦有機會參與
各種社會公益活動，了解不同文化，迅速適應各種生活，讓我
實現真正的全人發展。

最後，真摯地祝愿浸大的明天越來越好！
李雅楠 統計及運籌學 2018 年畢業生

現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攻讀統計碩士

畢業生
分享

全人教育
浸大是一所有著國際化教育體系及注重全人教育的高等學府。
入學伊始學校為我安排了親善家庭，幫助我更好地融入香港的
生活。學校還為每個學生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我曾參加雅思針對性
訓練課程，免費廣東話一對一教學，以及到海內外進行交流、
義教及實習等活動。其中最令我難忘的就是和清華大學的學生
一起去貧困地區進行義教。

我畢業於工商管理學院，雙主修會計和財務學。工商管理學院非常
鼓勵學生進行雙主修，旨在培養商業素養及對商科知識的融會
貫通。作為商學院的學生大使，我也有幸參與許多校內外的大型
活動，讓我在鍛煉中不斷成長，也結識了許多商界的前輩和志同
道合的朋友。

感謝母校，讓我過了精彩的四年大學生活，豐富了我的學識，
培養了我的社交能力，也增強了我的社會責任感。

賀文妍 會計學 2019 年畢業生
現於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任職審計員

國際視野
在攻讀歐洲研究專業期間，我漸漸明白大學的學習對個人的塑造
來說，不僅僅只是體現在學術方面，還能擴闊學生的視野及
思維。在經歷四年從歐洲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眾多領域
的熏陶之後，歐研的學生學會建立屬於自己的獨特思考模式：
中西合璧及憶古思今。

大三那年前往歐洲交流一年，是對語言能力的一次考驗，同時
也是一次培養。在跟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上課的同時，我學會更加
尊重彼此的差異及珍視自己的獨特。歐洲研究是一個腳踏實地的
專業，它能夠一步一步地指導同學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在香港
以至世界範圍探尋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賀藍山 歐洲研究（法文）2017 年畢業生
現於凱捷管理顧問公司 (Capgemini)
任職助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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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
來到浸大的第二年，我深切體會到她的“全球視野”。
我到過日本早稻田大學作暑期交流，結交了不同國籍的
同伴；通過大學的國際模擬聯合國會議體驗，我深入地
了解許多國際議題，甚至有機會到瑞士日內瓦參與國際
會議。我也代表大學普通話辯論隊到武漢參與“華語
辯論年度論壇”，也即將前往澳大利亞悉尼參與全球
華語辯論賽。

感謝勇敢的自己不斷跳出舒適區，也感謝浸大提供寶貴的
機會，使我能在行走世界的過程中學習新知、結交
朋友、審識自己、開闊眼界。

李佳雨 新聞
二年級

學生
分享

海外交流
浸大不僅為我們提供最好的教育資源，也為我們
提供許多寶貴的平台。大三時，我去了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交換，參加了浸大與其工程
學院合辦的初創訓練課程，與當地和來自世界
各地的同學一起組隊進行真實的創業計劃。
其間，我參與了一個晶振研究新創企業的市場
研究，及為一個依托區塊鏈技術創建的點對點
人工翻譯平台擔任首席財務官。這次的交換經歷
給我帶來了和世界頂尖大學接觸的機會，也
讓我能應用所學，是我一段難忘的大學回憶。

李潔妮 中國研究─經濟
三年級

傳襲醫道
浸大中醫藥學院提供給我的，不僅是一個師生之間
能夠開放交流、衷中參西、傳襲醫道的平台；更是同道
之人相互鼓舞、勉勵共進的大家庭。仍記得開學典禮上，
師長們以身作則，教給我的入學第一課便是“大醫
精誠”。何以精，何以誠？自此，“尊德性而道問學，
致廣大而盡精微”這顆種子便深種在我的心中；從中醫
診斷、針灸、推拿、骨傷，到解剖、藥理、西醫診斷、
生物醫學實驗，學院不斷創新授課方式，力求給每位
同學知行合一的機會。青年時期得以在治學之風如斯嚴謹
卻自由的大學潛心求知、探索人生，已無憾矣！

許乾茜 中医及生物医学
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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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訓練
在浸大讀電影是幸福與挑戰並存的一件事。
理論與實踐共融的專業課給我帶來的，既有
對電影發展史中各類流派、理論之縱覽，又有
眾人合作實踐後的充實和快樂。老師在課上的
講解是知識的傳授，而課下的聊天則是對世界
認知與人生態度的探討。電影專業為我帶來的，
不只是對電影知識的掌握，更是如何成為有
溫度、有力量的電影人。孫蕊 電影

三年級

實習體驗
我利用間隔年申請到世界 500強企業─歐萊雅
集團當全職實習生。實習期間，我把在浸大
課堂所學運用到產品管理、品牌活動策劃等
工作。一年的工作經歷不僅給予我更多的專業知識
和實戰經驗，提高了我的社交、應變、合作能力，
更讓我提前洞察了市場行情，明確了職業規劃，為
畢業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王悅 市場學
四年級

貢獻社會
致力於貢獻社會的我，在大學生活中把握了不同的
機會投身本地及海外的志願工作。為了鼓勵更多人
為社會發展貢獻力量，我加入了浸大和富領袖網絡並
擔任會長一職，帶領團隊到世界各地進行義教、提供
長者服務、探訪低收入家庭並組織推動海洋保育及文化
保育等交流團，推動年青人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公民。
浸大和富獲得了全港年度最佳分會及最佳社會服務
活動等獎項，我堅信“如果我們不去改變這個世界，
還會有誰呢？”，讓我們一起行動起來吧！馮慧玲 社會工作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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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校园 浸會大學道校園	

善衡校園 啟德校園

圖書館

學生舍堂 學習共享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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