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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绽放
#创新为尚
#放眼世界
#以心传爱



交换生计划
大学与北美、南美、欧洲、大洋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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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可通过网络和视频会议提交并 
汇报工作，获得于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中国 
（台湾）、越南、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爱尔兰、南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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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每年邀请各国驻香港总领事亲临校园与师生交流互动，
带领同学以多角度认识并探讨各国文化，从而促进文化 
融合，并扩阔师生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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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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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作家创作坊
每年活动包括秋季的“年度卓越华语作家”，春季同时举行
“华语驻校作家”及“香港驻校作家”两项驻校计划。不同地
区的华语作家应邀访港，与本地读者分享和交流，展示华文
文学及文化的丰盛多样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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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大学电影奖
每两年邀请世界各地的电影学生递交参赛作品，以鼓励和发
掘新晋大学生电影人，促进国际文化创意交流。活动包括 
电影放映会、大师班及万众期待的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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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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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概
览 创办于 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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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艺术学院、理学院、
社会科学院及持续教育学院。其中，持续教育
学院亦提供不同范畴的自资课程。

7,300 本科生

4,700+ 研究生 350+  交流或合作伙伴全球

主修╱专修专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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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活动，帮助同学尽快适应在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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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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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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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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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指导
安排教授指导同学的学习和主修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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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去19年，已有超过1,000个接
待家庭及超过2,200位学生参与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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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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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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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仆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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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让他们发挥创意并提升领导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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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简介 浸会大学是一所文理型综合大学，辖下的学院各具特色，在教
学及研究方面一直精益求精，杰出成就获国际肯定。有关各学
院的详情，可浏览招生网页“大学简介”内容及各学院的网站。

大学简介

文学院 arts.hkbu.edu.hk

工商管理学院 bba.hkbu.edu.hk

创立于1961年，包括六个部门
（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
学系、人文及创作系、宗教 
及哲学系、翻译、传译及跨文
化研究系、语文中心）、四个 
研究中心及两个研究院；并以 
“美满生活、价值及社会公益”
作重点研究范畴，订立六个跨
学科研究小组。

创立于1956年，由两大学系组成，为全球少于1% 荣获三大商学教
育认证机构颁发国际认证的商学院之一。学士课程设八大专修， 
以迎合商界对人才的需求。学生更可选读与法国诺欧商学院或与 
波兰华沙科依敏斯基大学合办的四年制双学位课程。此外，学院 
每年投放220万港元资助学生到海外交流，放眼世界。

董云昊
应用经济学 
四年级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欣赏
到文化的多元性，还有机
会前往印度尼西亚支援小
学教学，使我感到非常有
意义。

杨深淇
中文系硕士
一年级 专业学科覆盖很全，老师也非常

优秀，给了很多学术指导，不仅
让我们专业知识扎实，也帮助我
们打开国际视野。

更多学生分享 
可于招生网页 
“学生分享”浏览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ug/jeesharing
http://admissions.hkbu.edu.hk/en/mainland-jee.html#university


王者 
中药学 
二年级

香港浸会大学是香港首间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资助开办中医及中药本科课程的高等院校，
于1999年成立中医药学院。学院致力开办优质的中医药课程（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理学士学位课程，
及中药学学士学位课程）培育中医药人才；从事高端的生物医学科研和技术开发、新药研发、中医药临
床实践、中医药标准化等工作；积极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以及提供高水平的中医医疗服务。
学院实力雄厚，拥有国际视野，在香港高教界的中医药范畴处于领先地位。

中医药学院 scm.hkbu.edu.hk

创立于1968年，是大中华地区顶尖传播学院之一，提供全面的本
科、双学位、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学院设有传播系、互动媒体系
及新闻系。学院提供多种探索传播领域精萃的途径，培训学生相关
知识和技能，为毕业后投身媒体行业工作或深造研究做好准备。

新闻系提供丰富的专业训练，更让我有机会以
交换生的身份赴世界级名校进行学习，让我体
验不同地方的独特文化与新闻生态。

传理学院 comm.hkbu.edu.hk

杨子锐
国际新闻专业 
四年级

张艺萱
艺术及科技 
一年级

创立于2022年，由电影、音乐及视觉艺术三个学院组成。此外，学院亦提供艺术
及科技和工商管理（全球娱乐）两门跨学科课程。学院以浸大的博雅教育传统和跨
学科探索为基础，探究人类创造力的无限可能，重新评估艺术在这个时代的
角色，为艺术的未来开拓新的可能性。学院非常重视跨学科的教学和学习，汇聚
环球不同艺术范畴的专家人才，积极与本地和海外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
专业团体以至业界广泛合作，为香港及国家培养有能力回应未来挑战的人才。

创意艺术学院 sca.hkbu.edu.hk

课程让我接触到全球挑战，编
程与艺术理论等知识，也有机
会走进香港各种艺术馆，增进
个人艺术素养，对未来发展有
很大帮助。

课程注重理论实践一体，
提供了优异的学习环境，
還有针对性的实验课程和
实习机会，让我们收获充
足的科研经验。

更多学生分享 
可于招生网页 
“学生分享”浏览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ug/jee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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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九个主修专业，包括分析和检测科学、应用生
物学、生物资源与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及统
计、绿色能源及智能科技、与英国林肯大学联合开设的应用生
物学及生态及保育（双学位课程），以及与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
联合开设的数学及统计及精算学（双学位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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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022/23学年起，浸大提供四个跨学科及一个崭新的自订主修专业供同学选
择。跨学科专业包括 :商业计算及数据分析理学士、艺术及科技文理学士、工商
管理文学士（全球娱乐）及创新医疗及社会健康社会科学学士/ 理学士，以配合
业界对跨领域人才的需求。课程旨在让同学装备自己，为充满变数的未来作好
准备，迎接事业上各种挑战和创造新机遇。另外， 自订主修专业，以未来為导
向，学生可以灵活设计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开展自主探究的求知旅程。

理学院 sci.hkbu.edu.hk

陈德志
计算机科学 
四年级

曾晓晗 
欧洲研究 - 法文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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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学科及自订主修专业 transdisciplinary.hkbu.edu.hk

社会科学院 sosc.hkbu.edu.hk

易廷轩
文理及科技
一年级

课程注重个性化与“项目
式”学习，训练我们清晰
的逻辑思维和有效的沟通
能力，对我来说颇有挑战
的，却也受益匪浅。

大学生活滋养了我的学术修养，丰富了我的
社团经验，培养我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学
子，更坚定了我继续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交流学习是难得的人生体验，与不同语言文
化的碰撞，還有和不同背景、行业经验丰富
的同学一起上课、做小组项目让我获益良多。

更多学生分享 
可于招生网页 
“学生分享”浏览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ug/jeesharing


内地毕业生出路
2021年度毕业生概况

毕业生分享

香港就业 : 14%

升学就业 
统计内地就业 : 47%

香港就业性质

29% 会计、金融、商界
21% 行政、管理 
14% 教学、社会服务 
11% 传媒、广告、设计
7% 科研、统计、系统
4% 医疗、保健、康乐 
14% 其它香港升学 : 37%

其他 : 2%

更多毕业生分享 
可于招生网页 
“学生分享”浏览

部份毕业生深造学府及工作机构名单，以及毕业生分享，可于招生网页
“毕业出路”及“学生分享”浏览。

得到学校的基金赞助创业、拍摄
电影、创作小说、成立公司，助
我向着梦想更进一步。

英国语言文学2021年毕业生
现于香港浸会大学
攻读电影电视与数码媒体艺术（制作）硕士

王艺澄

学校的教学资源丰富、师资力量
雄厚。数学系的专业课程全面而
深入，从基础理论到模型建立再
到实际应用，为我的工作和进修
打下了坚实基础。

统计及运筹专业2017年毕业生
现于牛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张家诚

浸大为我往后的硕士深造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也让我更加确定自
己的学习兴趣和方向。

政治及国际关系学2019年毕业生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比较政治学硕士2021年毕业生
曾于英国议会下议院任职议会实习生

熊芷艾

在电影学院裡，有亦师亦友的教
授、交流思辨的同学、与社区紧密
连接的课外活动、海外交流、影片
拍摄、国际电影节…它们链接在一
起，讓我在知识和生活带来的思
考，通过实践结出果实。

电影电视2022年毕业生
现于Réaliser Studio任职导演

孙 蕊

工商管理学院允许学生在修读本
学科的同時也能进行双专修，丰
富了我们的学历背景，并且让我
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学习新的知
识，让自己在求职上更加具信心。

资讯系统与商业智能学2022年毕业生
现于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任职技术咨询师

马赫剑

中医学及生物医学2016年毕业生
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2022年博士毕业生
现为香港注册中医师

尚文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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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注重全人发展的氛围中，每一位
同学都有机会自我探索，寻找自己
的兴趣，建立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发挥个人的潜能。

新闻与数码媒体主修 -  
数据与媒体传播专修2022年毕业生
现于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传播学哲学硕士

董心悅

毕业人数：196人 
受访人数：196人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ug/jeesharing


入学计划

申请资格 浸大以独立招生方式录取学生，31省市区的应届高考生（包括复读生）可直接向大学递交入学申请。

备注：
1. 根据国家教育部规定，应届高考的少年班考生取得的高
考成绩只能用于参与少年班招生录取。因此，少年班考
生及其取得的高考成绩不符合大学本科录取的条件。

2. 持有外籍护照（即非中国国籍公民）的应届高考生须以非
联招途径（Non-JUPAS）报名，入学申请可以参考本处 
网页：https://admissions.hkbu.edu.hk

申请方法 申请人可登入网上申请系统（https://www.hkbu.edu.hk/mainland/app），根据指示填妥申请表并上
载有关证明文件，以及缴交申请费港币450元。缴费详情请参阅申请系统内“申请须知”。网上缴费成
功后，申请人将获发电邮通知其申请编号。

备注：
1. 所报专业于截止报名日期后将不能更改，请申请人慎重
选择报读的专业。

2. 每位申请人只须缴费一次，费用一经缴交或重复缴费， 
恕不退还。

3. 香港浸会大学没有委托任何中介人或中介公司处理招生 
事宜，有关申请及费用请直接交予香港浸会大学。

4. 为免延误申请，请务必填写申请者本人的联络资料。

入学要求及
录取标准

申请人须于国家统一高考达到以下成绩： 

1. 高考成绩达所属省市区报读第一批重点高校的分数线（一本线╱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或以
上；以及

2. 英语分数达 110 分（满分为150分），个别专业的英语分数要求如下：

学院╱专业 英语分数最低要求

工商管理学院专业 120分

商业计算及数据分析理学士 120分

3. 除中医药学院及理学院只招收理科生*，其余学院╱专业均文理兼收。
 *如高考省市属不分文理科，申请人报读以下学院时，须符合指定选考科目要求：

 

中医药学院：
• 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理学士： 
其中一门必须为化学、生物╱生命科学

• 中药学学士：其中一门必须为化学

理学院：
• 理学士：其中一门必须为物理、化学、 
生物╱生命科学、技术

　

入学面试 除以国家统一高考成绩为录取标准外，个别专业或另设入学面试作综合评估，择优录取。面试名单会
于2023年6月下旬于招生网页公布，申请人请密切留意短讯、电邮及网页最新消息。相关专业的面试
形式及安排，请浏览招生网页“专业概览”内容。

录取安排 录取名单会于2023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公布。
获大学录取者必须于指定日期前缴交确认录取
费及递交确认文件，逾期缴交者将当作放弃
论，所有已缴费用将不获退还。申请人若于
2023年7月7日仍未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则可
视为落选，大学将不再另函通知。根据国家教
育部规定，所有于指定日期前确认接受香港高
校录取的申请人，内地高校将不再录取。

网上申请系统

https://www.hkbu.edu.hk/mainland/app
https://www.hkbu.edu.hk/mainland/app


浸大现设有超过40个主修╱专修专业选择，部份专业以“联合收生”方式录取学生。在联合收生制度下，
同学可以按自己的兴趣报读心仪的学院，入学后利用首年时间了解有关学科的不同范畴，并根据自己的意
愿选择主修╱专修。其余专业则以“独立收生”方式录取学生，同学于入学时已选定主修╱专修。各专业
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荣誉学位课程，修读期为四年。除获大学豁免外，所有课程均以英语授课。

学院 联合收生 独立收生

文学院 文学士
主修选择：
• 中国语言文学 • 人文学
• 创意及专业写作 • 翻译学
• 英国语言文学

宗教、哲学及伦理文学士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士1 
专修选择：
• 经济学及数据分析 • 资讯系统与商业智能学
• 创业及创新学 • 市场学
• 财务学 • 策略零售管理及创新学
• 人力资源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士―会计学专修1 

中医药学院 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理学士（双学位課程）2 

中药学学士

传理学院 传理学学士1 

主修选择：
• 新闻与数码媒体 • 公关及广告

传理学学士―游戏设计与动画主修

创意艺术学院 文学士╱音乐学士（音乐╱创意产业）
主修选择：
• 音乐文学士 • 创意产业音乐学士

电影电视文学士 
环球荧幕演技艺术学士 
视觉艺术文学士

理学院 理学士
主修及专修选择：
• 分析和检测科学 • 计算机科学
• 应用生物学  - 人工智能
 - 生物科技  - 计算及软件技术
 - 环境科学  - 数据与媒体传播
• 应用生物学及生态及保育1    - 资讯系统及分析
• 生物资源与农业科学 • 数学及统计
• 化学 • 数学及统计及精算学1  

  • 绿色能源及智能科技

社会科学院 文学士╱社会科学学士
主修选择：
• 欧洲研究 [法文╱德文 ] 1   • 政治及国际关系学1  

• 地理 • 历史
• 全球及中国研究1   • 社会学

体育及康乐管理文学士 
社会工作学士

跨学科专业 商业计算及数据分析理学士3 
艺术及科技文理学士4 
工商管理文学士（全球娱乐）4 
创新医疗及社会健康社会科学学士╱理学士5 
文理及科技学士 ― 自订主修6

备注：
1. 浸大与海外多所著名大学合办双学位课程，同学分别于浸大及海外大学就
读，完成后将获得由浸大及海外大学颁发的学位。合作伙伴包括加拿大西门
菲莎大学、英国林肯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澳洲昆士兰大学、法国诺欧商
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波兰华沙科依敏斯基大学等，详情请参阅各学院
网站。

2. 中医学学士为普通学位课程，生物医学理学士为荣誉学位课程。修读期为
六年。

3. 课程由工商管理学院及理学院合办。
4. 课程隶属于创意艺术学院。
5. 课程隶属于社会科学院。
6. 课程隶属于跨学科本科课程部。
7. 上述内容如有更新，请参阅各学院网站。

主修╱专修分配准则（适用于以联合收生为收生模式的学院╱专业）
同学须于第一学年选取主修╱专修，各学院分配主修╱专修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 国家统一高考成绩
• 一年级累积平均积点（Cumulative Grade Point Average）
• 学生选择主修╱专修意愿
• 相关基础科目的成绩
• 面试表现（如适用）
详情请参阅各学院网站或招生网页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ug/mainland。

专业概览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ug/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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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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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糸方法
香港浸会大学入学事务处 
 地址：香港九龙塘香港浸会大学教学及行政大楼701室 
 电话：(852) 3411 2220
 电邮：mainland@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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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会大学上海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400号复旦大学复宣酒店609室 
 电话：(21) 3501 0795 

招生日程
2023

2023年1月版   本刊内容如有更新，将载于香港浸会大学招收内地本科生网页，最新入学资料以大学网页为准。

升学费用
• 2023/2024学年全年学费为港币1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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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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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元）及半额奖学金（每年港币

97,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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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及科技学
士 ― 自订主修专业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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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6日 接受入学申请

3月 - 6月 招生宣传1

6月上旬 内地高考

13日 截止报名

下旬 1. 公布面试名单及举行入学面试2

2. 不设面试专业公布录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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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大招收内地学生网页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
ug/mainland

香港浸会大学网页
https://www.hkbu.edu.hk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新浪微博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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