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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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羣服務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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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及歐洲研究學士

學位專業、及工商管理學院的“創業學”專修。為進一步提升畢業生的競爭力，我校於2018新學年起，將由
計算機科學系和新聞系合辦“數據與媒體傳播”跨學科專修，結合數據分析及新聞學原則，以配合數據新聞
的發展。另外，數學及統計專業也增設了“精算統計學”及“金融風險管理”兩項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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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全球化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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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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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羣、勤奮樸實等可貴的優點。我期望同學們在浸大能善用豐富的學習資源，超越知識疆界，擴闊視野，
為規劃自己的未來及貢獻世界作充分準備。

我期待更多優秀的同學加入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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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成立於1956年，是一所獲香港特區政府全面資助並授權頒發博士、

碩士、學士、副學士及高級文憑學位的公立大學。大學轄下的八個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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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此外，大學亦設有持續教育學院，提供不同的自資課程。

大学概覽

6,800
本科生

3,800
研究生

1956年

創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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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四年制課程最少修讀

128學分

350
交流生

300+
學生交流計劃— 
與全球超過300間大學 
建立緊密聯繫

主修 

                60-67學分

選修 

              30-37學分 18學分

大學核心13學分

香港首創

学 院

•		 電影學院

專 業

•		 人文學

•		 中國研究
•		 歐洲研究

•		 傳理學

•		 中醫藥學

•		 視覺藝術院

通識
教育

3大学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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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和體驗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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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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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學長及宿生會幹事與宿生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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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活動，
幫助同學盡快適應在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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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浸大利用香港作為國際人才匯聚大都會的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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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澳洲、亞洲及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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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更為同學提供交換
獎學金及資助，內地生參與交換佔整體比例約20%。

大都會體驗計劃：每年資助學生到各國大城市進行為
期八星期的工作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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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際商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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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個
國家的駐港總領事來訪。

國際作家工作坊：每年按不同主題邀請世界各地知名
作家到訪大學，與學生在課堂及座談會會面；另外亦
會邀請一位卓越的華文作家駐校一至兩個月，主講
公開講座及主持寫作坊，與師生分享寫作心得。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每兩年邀請四至六位普立
茲新聞獎得主到校園進行學術交流活動，以講座、
研討會等形式與師生、業界及公眾交流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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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世代。

文化適應活動：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如迎新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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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生關顧服務主任會就文化適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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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地亦可得到適切的關懷與協助。過去14年，已有
接近800個接待家庭及1,800位學生參與計劃。

全人發展導師計劃：協助同學在知性、體能、專業、
心理、社群和靈性範疇上全面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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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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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国际作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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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連科和台灣作家駱以軍。

學院簡介 

創意文學院
•	 著重在校園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令同學浸潤其中，充份發揮想
像力和感受力

•	 激發創意的課程包括中英文創意寫作及音樂創作

研究成績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公佈的《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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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國語言文學系研究助理教授Robert Fuchs博士憑論
文“Near-Mergers in Postcolonial Varieties of English – 
The / v / - / w / Contrast in Educated Indian English”，獲國
際英語語言學學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Linguistics of English）頒發“Richard M. Hogg獎”

•	 音樂系冼家力同學於“2016第三屆香港亞太青少年
鋼琴比賽”獲得冠軍

•	 中國語言文學系吳映君同學於“城市•	微觀”第五屆
全港學界微型小說創作比賽獲得冠軍

arts.hkbu.edu.hk

文學院 
文學院於1961年成立，由六個學系組成，設有七個主修：

•	 中國語言文學 •	 人文學 •	 翻譯學 
•	 創意及專業寫作 •	 音樂
•	 英國語言文學 •	 宗教、哲學及倫理

本科專業招收內地學生簡介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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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協會	
	（AMBA）

歐洲質量發展認證體系	
	（EQUIS）

師生殊榮
•	 管理學系馮佩詩博士的研究項目“課堂
所學的知識與實習所獲的經驗之間的
關係”獲教資會撥款港幣二百萬元

•	 學生代表隊於以下兩項賽事奪得冠軍
-		 創行社會創新大賽-中國站香港賽區
-		 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投資分析比賽-
香港站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於1956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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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還未
了解自己學習誌向的同學，可先選讀工商管理專業（專修待定），透過第一

學年修讀不同科目，加深對各專修的認識，到學期末再選定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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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學習
學生必須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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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畢業半年內全職就業，其余創業或出國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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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獲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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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會
	（AACSB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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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學院

師生殊榮
•	 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及學院教學科研部副主任
張戈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在2017年4月升空的
中國首艘貨運飛船“天舟一號”上，進行一項
太空生命科學實驗。浸大是唯一獲選參與“天舟
一號”科學實驗的大陸境外院校。

•	 學院教學科研部主任李敏教授率領的研究團隊，
成功研發出一種新型的自噬調節劑，可望應用於
治療包括阿氏海默症和巴金森症等的神經退行性
疾		病。有關研究成果獲得一項美國專利及發表於
權威學術雜誌。

•	 學院臨床部主任卞兆祥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就中藥
材“馬爾康柴胡”內所含的一種名為“Pd-Ib”天然
化合物能顯著緩解急性腸炎所引起的身體不適的相關
研究，獲得美國專利局授予專利，期望日後能將該
天然化合物開發成為治療潰瘍性結腸炎的新藥物。

•	 學生設計的流動健康系統中西健康項目（WE Health）
於2017 AIA Blockchain Challenge中榮獲學生組比賽
第二名。

•	 學生在中國教育部高等學校中醫學教學指導委員會主辦
的“天堰杯”泛珠三角區域（9+2）中醫大學生臨床能力
競賽的港澳區團體賽中連續兩年取得冠軍。

•	 2017年學生應考香港註冊中醫師考試的合格率超過90%。

中醫團隊參與“天舟一號”太空生命科學研究

中醫藥學院於1999年正式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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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於1998年創辦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雙學位
專業，並於2001年創辦全港唯一的中藥學學士專業。

專業設備
擁有多個全港唯一的中醫藥專屬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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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藥標本中心
•			中醫專科門診

醫療及臨床教學服務
•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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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績
•				擁有香港最大的中醫藥教研隊伍，有七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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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中藥質量研究及標準化論壇
提供互動平台予國內外學者深入探討相關
問題

中醫藥國際貢獻獎
自2011年設立，以表揚在推動中醫藥
國際化或在中醫藥研究領域取得具突破
性及獲國際認可成就的科學家和學者，
促進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

傑出學人講座
邀請高水平學者到校交流

本科專業招收內地學生簡介20188

scm.hkbu.edu.hk


www.comm.hkbu.edu.hk

傳理學院 
傳理學院成立於1968年，現時共分為三個學系。傳播系提供廣告及品牌、
組織傳播、公關專修；電影學院提供動畫及媒體藝術、電影電視專修；
新聞系提供中文新聞、數據與媒體傳播、國際新聞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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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特色
•	 本港唯一提供全面傳播課程學術機構。
•	 建有傳理視藝大樓，設施包括混音錄音室、錄影、菲林、聲音與印刷等
媒介的編輯與剪接設備、電影與電視攝影棚，以及實驗室
與傳播研究設施。

多元發展
學院特設以下項目，鼓勵同學走出框框、實踐創意、探索世界：
•	 設立港幣三百萬元的“學生創意及創新贊助基金”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Fund）
•	 資助學生到海外交流及參加遊學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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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主修新聞的學生必須在第三學年

的暑假到本地或海外新聞機構實習，
取得新聞工作的實務經驗。

•	學生亦獲機會參與編輯校園中英文實驗
報紙、發佈網路新聞、在互聯網或學校
電台製作電台或電視節目。 

與業界合作
•	 電影學院與香港機場管理局合作，籌

辦“香江星影夢工場”展覽，推動香港
電影文化。

•	 傳播系老師帶領學生與香港維護家庭
基金合作，製作《吾係好爸爸》一書，
並協助籌備好爸爸中心開幕禮。

學歷獲國際認可
傳 播 系 提 供 的 廣 告 及 品 牌 、 公 關 專 修
是 大 中 華 地 區 唯 一 獲 得 國 際 廣 告 協 會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IAA))鑒定認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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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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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ci.hkbu.edu.hk/ug/

理學院於1961年成立，現由生物、化學、計算機科學、
數學及物理五個學系組成，設有六個主修專業，包括
應用生物學、化學、分析和檢測科學、計算機科學、
數學及統計，以及物理及綠色能源學。

理学院 

 師生殊榮

•	 理學院於第45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中參展的四個
項目共奪得九個大獎。得獎項目包括：
- 計算機科學系張曉明教授的“駕駛人士疲勞

檢 測 及 警 告 系 統 ”（ 獲 電 腦 科 學 組 別 優 異
 金獎、瑞士汽車會大獎）
- 化學系副教授黃嘉良博士的“鑭系元素工具 

箱”（獲醫學組別金獎、波蘭遺傳學及動物繁殖
學院特別大獎、馬來西亞研究科學家協會
大獎）

- 物理系客席教授張大健教授的“單點步態測量
法”（獲運動組別優異金獎、羅馬尼亞創新科技
協會特別大獎）

- 張大健教授的“便攜式身體平衡計”（獲運動組
別金獎、羅馬尼亞創新科技協會特別大獎）

•	 理學院三位生物系及化學系學生於2017分別獲頒
創新科技獎學金及匯豐獎學金，獲得資助到加拿
大及英國的大學進修。

•	 兩位計算機科學學生與團隊於2017年在日本東京
舉行的“世界天才會議”，憑著創新的初創項目
勇奪“特別金獎”和“優秀創新項目獎”兩大
殊榮。

主要研究單位
•	 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	 3間研究所
•	 4 個研究中心	 •	 2個內地科研平台

獲授權專利
•	 27項來自美國、德國、中國、台灣及香港專利
	 （自2000年起）

研究成績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公佈的《2014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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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交流  擴闊國際視野
•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主講傑出學人講座
化學系邀請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斯托達
特教授主講“The Nature of The Mechanical 
Bond: Mingling Art and Science”，說明
機械鍵在互鎖分子中的性質。

•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主講傑出學人講座
物理系邀請2016年物理學獎得主J Michael 
Kosterlitz教授主講“Topological Defects 
and Phase Transitions”，分享他的得獎
研究和學術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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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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殊榮
•	 歷史系助理教授李嘉鈴博士於2017年獲香港人文學院
選為首位初級院士，以肯定她具備世界級學者的研究
及領導潛能。

•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鄭煒博士獲《中國季
刊》頒發2016年Gordon White Prize年獎，得獎論文
題為“Street Politics in a Hybrid Regime”，以肯定其
原創性。

•	 體育及康樂管理一年級
陳浩鈴同學於2017年
在波蘭舉行的世界運
動會勇奪銀牌，為香港
壁球運動員取得歷史性
第一面世運會獎牌。同
年，陳同學以香港隊
成員身份參加東亞壁球
錦標賽，連續七年勇奪
冠軍。

•	 體育及康樂管理一年級
陳浩源同學於2017年在
泰國舉行的國際傷健羽
毛球賽中勇奪男子單打
銀牌及雙打銅牌。

sosc.hkbu.edu.hk

社會科學院 
社會科學院於1971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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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和社會工作）及開辦13個本科專業。學院亦
設有多個研究中心，促進教學及學術研究，並提供顧問服務。

活动

推出“性別研究”專修
自2016/17學年第二學期起，與文學院
聯合推出“性別研究”專修。此專修從多
學科角度系統分析性別在香港以及其他
環境下的社會及文化結構；解釋社會、
知識、媒體、社會公義及日常生活中的
性別偏見；以及研究性別議題與階級、
種族、民族、性取向、國家和全球結構的
交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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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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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院 
視覺藝術院於2005年成立，是香港首間獲政府資助提供正規全方位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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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專業
由九個必修科目及兩個專修範疇組成。

学院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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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個不同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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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陶瓷、玻璃、物品設計、體驗設計等。

師生殊荣
•	 副教授鐘緯正博士在“2016香港藝術發展獎”中榮獲“藝術家年獎（媒體藝
術）”。該獎項表揚在過去一年於媒體藝術界別有卓越表現的藝術工作者。

•	 郭家樂同學憑燈飾“LUNA月相”榮獲第十屆香港燈飾設計比賽學生組冠軍。
•	 三位應屆畢業生憑藉細緻的藝術創作於“出爐2016藝術畢業生聯展”中獲獎。
林笑瑛同學獲得“出爐藝術新秀獎”、譚頌汶同學獲“凱倫偉伯畫廊藝術獎”、
鄧明心同學獲“Affordable Art Fair藝術獎”。

活动

參與國際展覽
學生獲不同機會參與各類藝術展覽
和活動，其中七位同學獲推薦參與
三年一度的日本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協助設置藝術項目。

作品創作
八名學生與蘇黎世藝術大學及赫爾
辛基阿爾託大學（藝術、設計與建
築學院）合作藝術項目，並在項目
最後階段出訪蘇黎世藝術大學。

本科專業招收內地學生簡介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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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概覽
浸大大部分專業均以聯合收生的方式錄取學生，在聯合收生制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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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有關學科的不同範疇，並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主

修／專修。各專業除特別註明外，修讀期均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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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文學士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士—專修待定
專修選擇：
•		應用經濟學
•		創業學
•		財務學	
•		人力資源管理學
•		資訊系統及電子商貿學
•		市場學

工商管理學士—會計學專修
工商管理學士—應用經濟學專修
工商管理學士—創業學專修
工商管理學士—財務學專修
工商管理學士—人力資源管理學專修
工商管理學士—資訊系統及電子商貿學專修
工商管理學士—市場學專修

中醫藥學院 —
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六年）
中藥學學士

傳理學院

傳理學學士
主修及專修選擇：
•		電影
					-		電影電視

傳理學學士—電影主修—動畫及
媒體藝術專修

理學院

理學士
主修及專修選擇：
•		分析和檢測科學
•		應用生物學
	 	 -	 生物科技
	 	 -	 環境科學
•		化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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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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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

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法文

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經濟 ／地理 ／歷史 ／社會學）
專修選擇：
•		經濟

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德文

社會工作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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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修選擇：
•		地理

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
（雙學位課程）（五年）#

•		英國語言文學
•		人文學

•		宗教、哲學及倫理
•		翻譯學

•		公關及廣告
	 	 -	 廣告及品牌
	 	 -	 組織傳播
	 	 -	 公關

•		新聞
	 	 -	 中文新聞
	 	 -	 數據與媒體傳播
	 	 -	 國際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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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理及綠色能源
	 	 -	 應用物理	
	 	 -	 能源管理及科技			

•		地理	 •		歷史	 •		社會學

•		歷史	 •		社會學

專業概覽
浸大大部分專業均以聯合收生的方式錄取學生，在聯合收生制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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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有關學科的不同範疇，並根據自己的意
願選擇主修／專修。各專業除特別註明外，修讀期均為四年。

# 2018/19年度暫不錄取內地生
注:	上述內容如有更新，請參閱各學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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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選擇主修／專修意願
•	 相關基礎科目的成績

注:	各學院分配主修／專業的具體準則、比重及相關安排，請參閱各學院網站或招生網頁http://admissions.hkbu.edu.hk/ug/mainland

•		地理	 •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		 •		歷史	 •		社會學

•	 面試表現（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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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計劃

申請資格
浸大以獨立招生方式錄取學生，31省市區的應屆高考生（包括復讀生）可直接向大學遞交入學申請。

入學要求
各學院最新入學要求：

學院 入學要求

浙江省及上海市申請人 其他省市申請人

文學院 沒有指定選考科目要求 文理兼收

工商管理學院 沒有指定選考科目要求 文理兼收

中醫藥學院 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
其中一門選考科目必須為：生物／生命科學

只招收理科生
中藥學學士
其中一門選考科目必須為：化學

傳理學院 沒有指定選考科目要求 文理兼收

理學院 其中一門選考科目必須為：
物理、化學、生物／生命科學、技術

只招收理科生

社會科學院 沒有指定選考科目要求 文理兼收

視覺藝術院 沒有指定選考科目要求 文理兼收

本科專業招收內地學生簡介201814



錄取標準
各學院錄取標準不一，具體安排如下：

學院／專業 入學面試 錄取標準

文學院－文學士
7 國家統一高考成績

傳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3

以國家統一高考成績及入學面試表現綜合評估，擇優
錄取。
注：若高考成績非常優異，或獲豁免入學面試及直接錄取。

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法文及德文）

文學院－音樂文學士

3
以國家統一高考成績及入學面試表現綜合評估，擇優
錄取。

中醫藥學院

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法文及德文除外）

視覺藝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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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7日仍未收到大學的錄取通知，則可視為落選論，大學將不再另函通知。

申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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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網上申請表並上載有關證明文件；以及

2.		 以國際信用卡（VISA/MASTER Card）或中國銀聯在線支付（UPOP）網上繳費，費用港幣450元。繳費
詳情請參閱網上申請系統內“申請須知”。如欲以中國銀聯在線支付（UPOP）網上繳費，請確保
使用Internet Explorer 7.0或以上網絡瀏覽器，詳情請參閱申請系統內“UPOP	業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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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會大學並沒有委託中介人處理招生事宜，有關申請費用請直接繳交予香港浸會大學。 網上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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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面試
面試資格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最低要求，纔有機會獲邀參加面試：

1.		國家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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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英語分數達110分（工商管理學院的英語要求為120分）。

江蘇省考生須考獲以下成績，纔有機會獲邀參加面試：

•	 高考成績達一本線或以上；

•	 英語分數達90分（工商管理學院的英語要求為96分）；以及

•	 最少兩門選修科達A級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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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所報專業於6月11日後將不能更改，請申請人慎重選擇擬報讀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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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文學士面試安排

•	 報讀音樂文學士為第一志願的申請人須於2018年6月11日前郵寄錄音作品予大學。作品要求細則及所需
學歷證明，請留意招生網頁內“專業概覽”相關內容。

•	 面試（包括試奏）將於六月中旬至六月下旬期間於香港進行，凡獲邀參加面試者必須如期赴港進行
面試，缺席者將不獲考慮錄取。

•	 於高考成績公佈前接獲面試通知者，如其國家統一高考成績最終未達所屬省市區報讀第一批重點高校的
分數線（一本線），或其英語分數未達110分，已安排的面試將會取消。由於面試通知期較短，申請人
須事先準備有效的旅遊證件，以便及時安排赴港。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面試安排

•	 申請人須於2018年6月11日前於網上申請系統上載體育／運動相關的成績證明或獎譽之複印本。如有
需要，大學日後會要求申請人提供正本，以供核對。

•	 面試將於六月下旬以線上形式進行，申請人須於六月下旬留意電郵通知及網上申請系統的消息公佈。

視覺藝術文學士面試安排

•	 獲邀參加面試者須參與藝術創意測試及面試。藝術創意測試目的為測試考生創意思維及與藝術相關之
英語寫作能力，內容不涉及藝術史或藝術專門知識。

•	 參加面試者須按照指引編制個人作品集或／及攜帶作品原件出席面試。

•	 作品集要求細則及其它面試安排將於2018年6月中旬於網上公佈，敬請留意。

面試安排

大學將於北京和廣州舉行面試，申請人請留意以下事項：

1.		面試安排不另收費用；惟未獲邀參加面試者，其已繳交申請費用概不退還。
2.		面試名單將於六月下旬於浸大招生網頁內公佈，請申請人密切留意短訊、電郵及網頁最新消息。
3.		考生務必留意有關通知，錯過面試安排者，大學將不會另作安排。
4.		若因香港或內地惡劣天氣或其它不可抗力原因導致校方未能如期進行入學面試，大學就考生的錄取安排
有最終決定權。

面試形式

•	 以英語進行，部分專業如中醫學及生物醫學、中藥學等輔以普通話進行，社會工作則輔以廣東話進行。

•	 形式包括“個人面談”或“小組討論”，主要評核考生的英語能力、個人素質及各方面的綜合能力，包括
溝通能力、表達能力、組織能力、明辨思維、解難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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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日程

備註：
1		 有關浸大在各省市區舉行招生說明會之最新消息，請瀏覽網頁“最新消息”公佈：http://admissions.hkbu.edu.hk/ug/mainland 

2		 文學院（音樂文學士除外）及傳理學院不設入學面試。報讀工商管理學院、理學院或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法文及德文）
的考生，若高考成績非常優異，或獲豁免入學面試及直接錄取。

3		 根據國家教育部規定，香港高校在內地自主招生必須於7月7日或以前完成錄取；所有已確認錄取的同學，內地高校將不再
錄取。

1月29日
接受入學申請

6月11日
截止報名

6月30日
於北京及廣州
舉行入學面試

8月中旬
新生報到	
及迎新活動		

3月至5月
於內地省市區舉行
招生說明會1

6月上旬
內地高考		

6月下旬
公布面試／
錄取名單2		

7月上旬
公布錄取名單	
確認錄取資格3		

9月上旬
新學年開始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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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費用
2018/19學年升學費用：

1. 2018/19學年全年學費為港幣120,000元，分上、下學期繳交。該費用日後或會調整，
大學將另行通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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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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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元）及半額獎學金
	（每年港幣85,000元），為期共四年。此外，大學亦有各類獎學金項目，以嘉許成績卓越
的學生。

大學將以高考及面試成績為評核基礎，各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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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毋須另行申請。大學將於發出
錄取通知時，一併通知獲頒發獎學金的申請人有關獎學金的安排細節。不設面試的專業
將按申請人的高考成績為評核基礎。入學獎學金只頒予須申請學生簽證來港就讀的內
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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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出路

2016年度畢業生概況
畢業人數：175人
受訪人數：174人

海外深造學府

美國
哈佛大學
耶魯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
康乃爾大學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哥倫比亞大學
密歇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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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昆士蘭大學

法國
巴黎政治大學

荷蘭
瓦赫寧恩大學

日本
京都大學

海外升學地區

美國: 
52%

英國: 
19%

澳洲: 
10%

其它: 
16%

加拿大: 
3%

升学就业统計

香港就业:
33%

海外升学:
18%

內地就业:
24%

香港升学:
24%

升学（未注明升学地區）： 

                 1%

香港就業性質

內地生於在學期間及畢業後在港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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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內容及具體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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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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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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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金融、商界		 51%
傳媒、廣告、設計	 19%
行政、管理	 7%
科研、統計、系統	 14%

醫療、保健、康樂	 4%
教學、社會服務	 4%
其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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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分享
全人教育

追尋學問

專業訓練

鄒煒
應用經濟學及財務學2017年畢業生
現於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
攻讀金融碩士學位

王思全
統計及運籌學2017年畢業生
現於美國哈佛大學
攻讀計算生物學和定量遺傳學碩士學位

龍津津
國際新聞2017年畢業生
現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攻讀新聞碩士學位

在浸會大學的四年，是我走向全人的四年。首先，浸大商科課
程設計具有彈性，一年級時我們有機會廣泛接觸不同的商科
科目，不僅為日後的專業課打下堅實基礎，更讓我了解自己
的興趣，在二年級開始雙主修。

另外，浸大給學生提供豐富資源，讓我在四年大學生活中
可以積極投入各項活動，例如擔任投資學會外務副主席，
成為學院飛躍學生大使。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都會
體驗計劃”，暑假時我們可以到世界各大城市實習，去年我
有幸到美國芝加哥實習兩個月。

在浸大的培育下，我在解決疑難、團隊合作、溝通和領導
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真正走向全人。

在匆匆四年的時光裡，我從一個不諳世事的懵懂少年，成長
為放眼全球的自信青年，實有賴浸會大學為我提供陶冶情操
的氛圍、汲取知識的土壤、展現自我的平台、走向成功的
階梯。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使我懂得感恩、分享、拼搏及
堅持。母校所倡導的全人教育、素質教育、國際化教育，使
我有機會進入世界一流名校繼續深造。教授們的學術精神、
治學理念、創意思維，都啟發和引導我確立自己的專業方向
和未來的奮鬥目標。千言萬語凝集成一句最誠摯的祝福：
衷心祝愿母校的明天更加輝煌！

我在浸大主修國際新聞，輔修應用經濟學。國際新聞課程為
學生提供專業訓練，從授課、採訪、到寫作都是全英文完成。
來自英美的教授和世界知名新聞工作者的講座總是讓我受益
匪淺，他們不僅帶來國際化視野，更分享特別的報道經歷，
以及傳授一流的寫作技巧。

另外，學院還提供獨特的實習和交換機會。在路透社和中央
人民廣播電台的實習經歷幫助我實踐所學，而到歐洲學習交流
則滿足了我探索世界、開闊視野的願望。後來我考上哥倫比亞
大學新聞專業研究課程，皆因在浸大打下良好基礎。我希望
更多優秀學子能夠在浸大增長見識和鍛煉膽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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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交換學習

於田小彬
社會學四年級

在挪威交換一個學期，讓我感受到了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在北歐的
學習我有更多時間閱讀和思考，不僅提升了我的專業知識技能，還讓我
領悟到新的學習方式。我利用假期遊歷了歐洲多國，感受到各地萬千
風情。從北歐到南法，從西班牙到波蘭，不同的文化無不吸引著我。
交換學習還給我機會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讓我更加明白我們要尊重
他人，包容他人。交換學習絕對是我大學生活中最難忘的一個學期。

莫非
政治及國際關係
四年級

國際視野
我在大二的時候加入了模擬聯合國俱樂部，
有機會參加了在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和紐約舉辦的“國際模擬聯合國會議”。這
一年對我是個不小的挑戰，同時收穫了很多。
首先，我的英文表達有所提高，因為所有會議
都是用英文進行。其次，每次會議都針對一個
世界問題，在不斷地商討中，我對該問題有
更深入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在紐約參加會議
的經歷開拓了我的視野，我們不僅和所代表
國家的大使進行交流，還有幸參觀了聯合國
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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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體驗

領袖訓練

李玉全
國際新聞二年級

張昊迪
財務學三年級

胡昕臨
視覺藝術二年級

在上海一家公關公司實習期間，我學習到
很多與公關諮詢有關的知識，例如我每個
星期都要完成一份客戶產品的競品報告。
我查閱各大社交網站，仔細記錄各個競品
推出的最新活動，並從中總結公關經驗，
這有利於客戶了解競爭對手和規劃未來的
公關方向。同時我還學會製作媒體剪報，
收集其中與客戶產品有關的新聞信息並
製作剪報報告，讓客戶掌握公關廣告投放
的有效度以及其創造的公關價值。

過去幾年我參加了不同活動，努力培養自己成為更
全面發展的學生。我曾參與武漢、江西等地的
社會服務團，也代表學校前往哈爾濱、印度尼西亞
等地交流。作為學生組織主席和工商管理學院學生
大使，我有機會組織不同的團體活動及參與學校的
大型活動，這些不同的經歷讓我進一步鍛煉自己。
我十分感激浸大給予我一個舞台發展個人才能。

啟發創意
在視覺藝術院，我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起探索
世界，思維碰撞帶來的啟發令我驚喜。教授們強調
理論與實踐並重，使我們專業素養悄然提高—創意
課程讓我完全沉浸其中，亦學亦玩；教授嚴謹的
治學態度則讓我有機會不斷檢視自我。我堅信如
教授第一堂課所言“學習視覺藝術是為了更好地
觀察、思考、表達”。現在的每一天我都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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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造詣

關愛校園

甘晞晴
音樂四年級

陳露丹
中醫學（中醫內科研究與應用）碩士一年級	
中醫學及生物醫學2017年畢業

音樂系的課程不但內容全面，更提供
不同的演出機會，令同學能累積面對
觀眾的經驗。學系定期舉辦講座和大師
班等，讓我們可向不同音樂家學習，
提升個人技巧。在這幾年的學習中，我
體會到音樂無分國界。縱然不同國家、
不同民族文化，所發展的音樂和樂器各
異，但只要用心演奏，都能感動人心，
為世界添上不同色彩。

時光倏忽而過，感謝中醫藥學院的老師和同學，
陪伴我度過了充實的大學時光。六年的學習與
探索，讓我由最開始的好奇，到逐漸對中醫學產生
濃厚的興趣，並最終確定了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

回想當初志向，慶幸至今初心未改。這一切皆受益
於大學良好的學習環境，開放包容的氛圍，誨人
不倦的師長和互相支持的同學。現在我依然選擇在
浸大進修，因為在這裡我能夠潛心學習、提升
自己，並與師長交流、擴展視野。浸會大學是一個
令我信任的地方。感謝您，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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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會大學道校園

學習共享空間

善衡校園

啓德校園 

圖書館 

逸夫校園 

學生舍堂

運動場



香港浸会大学
地址：香港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教學及行政大樓701室
電話：(852) 3411 2220
电邮：mainland@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北京辦事處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北辰東路8號匯賓大厦A1106室
電話：(10) 8498 1812
傳真：(10) 8498 8773

香港浸會大學網頁：  浸大招收內地學生網頁：
http://www.hkbu.edu.hk  http://admissions.hkbu.edu.hk/ug/mainland

香港浸會大學上海辦事處
地址：上海市國定路400號上海市復旦大學複宣酒店609室
電話：(21) 3501 0795
傳真：(21) 3501 0763

2018年1月版
本刊內容如有更新，將載於香港浸會大學招收內地本科生網頁，最新入學資料以大學網頁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