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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

香港作为国际人才汇聚的大都会，浸大致力促进大学国际化，
开拓及加强与世界各地大学和机构的合作关系，推进学术研
究、学生事务等范畴的交流，丰富师生的国际视野，提高他们对
世界事务的认识和兴趣。

国际作家工作坊：每年活动包括秋季的“年度卓越作家”、
春季的“驻校作家计划”及“IWW文学节”，邀请世界各地的作
家来访，透过讲座、论坛及大师班等活动，与本校师生、本地作
家及香港大众分享经验，交流心得，从而提升大学内文学创作
的风气与校园文化气息。

普立兹新闻奖得主工作坊：每两年邀请六至八位普立兹
新闻奖得主到校园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以讲座、研讨会及课堂
等形式与师生、业界及公众交流心得，分享前线工作经验。

国际模拟联合国会议：每年派出学生代表团参加世界各
地不同的模拟联合国会议，培育学生成为具备国际视野的世
界公民及环球领袖，让他们立足于瞬息万变的时代。

交换生计划：大学与北美、南美、欧洲、澳大利亚、亚洲、非洲及内地等
知名学府签订交换生协议书，每年协议互派交换生学习，交换为期半年
或一年。大学会为获派交流的学生提供资助金，成绩优异者更会获得奖
学金。

大都会体验计划：每年资助学生到各国大城市进行为期六星期的工
作实习，提高同学对环球商业、文化及生活的认识，并通过工作及文化体
验，培养国际合作理念。

海外虚拟实习计划：2020年起开始举办，
同 学 可 透 过 网 络 和 视 频 会 议 提 交 并 汇 报 工
作，获得于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及内地企
业的实际工作经验。计划安排具有弹性，相比
以往的海外实习，更可减轻同学在交通和住
宿方面的经济负担。

驻校总领事计划：每年邀请各国驻香港总
领事亲临校园与师生交流，扩阔师生国际视
野，至今已有47位各国驻港总领事参与计划。

香港浸会大学创立于1956年，是一所获香港特区政府
全面资助，并授权颁发博士、硕士、学士、副学士及高级
文凭学位的公立大学。大学辖下有八个学院─文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中医药学院、传理学院、理学院、社会科
学院、视觉艺术院及持续教育学院。其中，持续教育学
院亦提供不同范畴的自资课程。

全人教育
浸大一直坚守“全人教育”的理念。除了传授
专业知识外，更透过各类课程、实习、体验计
划和校园生活等，培育同学成为有修养、积
极自信、关爱社群及有承担的社会栋梁。

u 校园生活
 通过多元化的课程及课外活动，营造良好

学习氛围，帮助同学提升品格、发挥才能和
增广见闻。

u 服务学习
 鼓励同学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回馈社会，并

培养他们关爱待人的精神。通过参与或策
划服务团，让他们发挥创意并训练自主策
划活动的能力。

u 舍堂教育
 独特的舍堂文化和多元化的活动帮助同学

培养独立处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大学
设有四个本科生舍堂，每个舍堂均有舍监、
舍堂主任、驻舍学长及宿生会干事与宿生
共同生活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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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概览

u 文化适应活动
 透过一系列活动，如新生日、文化适应讲座、广东话班、参观、义工及

户外活动等，帮助同学了解香港文化及适应新生活。
u 生活咨询
 内地生关顾服务组会就文化适应、生活规划等不同方面为同学提供

指导。
u 学业指导
 安排教授指导同学的学习和主修选择。
u 亲善家庭计划
 为内地生安排接待家庭，让同学在异地可以得到关怀与协助。自2003年

起，已有超过1,000个接待家庭及接近2,100位学生参与计划。
u 全人发展导师计划
 协助同学在知识、体能、专业、心理和社群范畴上全面提升，积极设计

个人发展计划。
u 内地香港青年联合会
 成立于2000年的一个非牟利学生组织，致力帮助内地生适应和融入

香港，保护他们的在港权益，透过举办各类活动，促进内地生与本地
生的交流。

关怀文化
浸大不仅是一个培育全人的基地，亦是一处重视关爱文化的地方。大
学了解到内地新生来港升学所面对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以及生活与社
交习惯的不同，因此特别为内地生举办各类学习支援活动，帮助同学
尽快适应在港生活。





李赞  中国研究—地理 | 三年级

让我在汗水与努力中体会到团队
合作的可贵。

林桐  计算及软件技术 | 四年级

这是能带你从年少懵懂走向逐渐能
独当一面的一段值得纪念的经历。

视觉艺术院
于2005年成立，是香港首间获政府资助提供
全方位正规视觉艺术学士学位专业训练的学
院，培训跨领域的艺术与设计人才。

ava.hkbu.edu.hk

社会科学院
为贯彻浸大“全人教育”的教学理念，学院提供的课程着力
培育同学的个人、才智及专业发展，并着重全球化社会科学
知识，达致全人发展的目的。学院满载热诚地启发学生的创
意，为建立一个公平的全球化社会和具地区性实力的大学
而努力。

sosc.hkbu.edu.hk

理学院
创立于1961 年，由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及物理五个
学系组成，设有八个主修专业，包括应用生物学、生物资源与
农业科学、分析和检测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及统计、
物理及绿色能源，以及与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联合开设的双
学位课程─数学及统计及精算学。另外，学院亦与工商管理
学院合办商业计算及数据分析跨学科专业，为同学提供更多
选择。

sci.hkbu.edu.hk

毕业出路

毕业生分享

更多毕业生分享可浏览
招生网页“学生分享”

张熙  翻译学2013年毕业生
现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任职高级研究和项目
官员

在翻译系学习生活的几年所注入我
生命的价值、态度、方法和知识，是
指引我在生活和工作中积极前行的
能量。

邓宇立  数学与统计2019年毕业生
现于牛津大学攻读统计学硕士

不光让我开拓了视野，也鼓舞了我
去探索人生更大更多的可能性。

钟玉婷  市场学2020年毕业生
现于伦敦商学院攻读管理学硕士

浸大给予我最自由且充实的平台，
让我不断发掘自己的潜能，找到更
适合自己的路径及更广阔的天空。

蒲健羚  社会学2015年毕业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儿童早期教育及特殊教育硕
士2020年毕业生
现于纽约Manhattan Star Academy任职特殊教
育老师

浸大丰富的课外生活为我提供了自
我提升的宝贵机会。

尚文滨  中医学及生物医学2016年毕业生
现于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博士

母校的“全人教育”理念和基督教关
怀带给我不断的成长和蜕变，我由
衷地感谢母校的栽培。

刘开炘  视觉艺术2020年毕业生
现为自由艺术工作者
作品于光影作坊“青年艺术家联展”和HART汇舍

《#EW! Normal?》展览中展出

我曾于香港各类艺术机构实习，将理
论知识应用于策展、撰稿、艺术管理
等工作中，而这也让我对自己的艺术
创作不断产生新的认知和感悟。

廖梦琪  公关及广告2018年毕业生
现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大众传播博士

刚刚进入大学的我同样有迷茫，但
传理学院的培养教会了我自我探索
的意识，并为我指出了向不同方向
探索的可能性。

2019年度毕业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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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就业
统计

香港就业性质

海外升学地区

* 毕业人数：200人   受访人数：200人

部份毕业生负笈学府及工作机构名单，以及毕业生分享，
可浏览招生网页“毕业出路”及“学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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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日程

升学费用
• 2021/2022学年全年学费为港币140,000元，分上、下学期缴交。学费

日后或会调整，大学将另行通告。
• 有关学生舍堂宿费的详情，请参阅

http://sa.hkbu.edu.hk/sas/ug-housing/hall-fees-and-payment

奖学金计划
• 为奖励成绩优异的内地生，大学特设全额奖学金（每年港币190,000元）及半额奖学金（每年港币95,000元）。
• 评核标准以高考及面试成绩为基础（不设面试的专业则按高考成绩为基础），各学院(视觉艺术院除外)内综合表现最优秀

且英语分数达120分的学生或获颁发奖学金，大学将于发出录取时一并通知奖学金详情，同学毋须另行申请。
• 奖学金只颁予须申请学生签证来港就读的内地生。
• 奖学金生每年成绩须达到指定要求，方可于修读期内获续颁奖学金。

备注：
1. 招生宣传包括于内地省市区或线上平台举行招生说明会，相关详情请浏览网页“最新消息”公布：

http://admissions.hkbu.edu.hk/ug/mainland
2. 面试将按个别专业情况以线上形式或于内地进行，详情请留意招生网页公布。
3. 根据国家教育部规定，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必须于7月7日或以前完成录取；所有于指定日期前确认接受录取的

申请人，内地高校将不再录取。
4. 相关日期及具体流程将依据教育部宣布之高考及录取政策作出及时调整。

2021年1月版    本刊内容如有更新，将载于香港浸会大学内地招生网页，最新入学资料以大学网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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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入学事务处 
香港九龙塘香港浸会大学教学及行政大楼701室 
(852) 3411 2220
mainland@hkbu.edu.hk

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宾大厦A1106室 
(10) 8498 1812

香港浸会大学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400号复旦大学复宣酒店609室 
(21) 3501 0795

1月
18日

接受入学申请

3月至
5月

招生宣传1

6月
上旬

内地高考

7月
上旬

• 设面试专业公布
录取名单

•  确认录取资格3
8月
中旬

新生报到
及迎新活动

9月
上旬

新学年开始

6月
15日

截止报名
6月
下旬

• 公布面试名单及举行入学面试2

• 不设面试专业公布录取名单

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

香港浸会大学网页 浸大内地招生网页

2021年招生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