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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說港大

創立於 1911 年

10所學院	學科齊全

35+	本科學位課程

100+	研究生學位課程

9,000+	非本地生
來自 100+ 國家（地區）

50%+	教授來自海外
111名港大教授獲湯森路透評為

世界首 1%頂級科學家 *

2015 年本科畢業生就業率	99.5%
連續10年維持超過99.4%就業率

國際化學習環境
香港大學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吸引全球逾
百個國家和地區的學生來此就讀，超過半數
的大學教師來自海外，為學生提供國際化的
學習環境。

大學目前已與全球 41個國家（地區），逾
330 所世界知名大學締結協議，互派學生到對
方學校進行為期一年或一學期的交流學習。

卓越科研
作為一所世界級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港大致
力從事卓越科研。自 1989 年至今，全港於三
個國家級別獎（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科學
技術進步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共 78個得獎
研究項目中，有 20項為港大成員負責。其中
一位成員為首位香港科學家獲頒國家自然科
學獎一等獎。

香港大學共有 16名教師先後獲選中國科學院
院士及中國工程院院士，為受教資會資助院
校之冠。港大黃乾亨黃乾利基金教授（化學
與能源）、化學系講座教授任詠華更是當年
獲此殊榮的最年輕香港科學家。她於 2001 年
當選時年僅 38 歲。

本科生科研實踐
·眾多海外暑期科研交流項目，為立志投身
科研事業的同學提供優質的學習機會。

·工程學院的學生可申請於暑假期間，	參加
哈佛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為期大約十週的
研究學習，參與其最尖端的研究專案。

·理學院設有「海外科研項目」及「暑期科
研項目」，學生有機會到香港本地以及哈
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加
州大學等世界頂級大學的尖端實驗室，展
開科研及學術交流。參與「海外科研項目」
的學生還可獲得理學院的獎學金支持。

*資料來源：基本科學指標（2016 年 4月）



環球課堂
港大目前正積極推進“一人一計劃”，希望在
不久的將來，讓每一位本科學生在本科學習期
間到海外交流學習。港大目前與逾 330	所世界
知名大學締結協議，互派學生到對方學校進行
交流學習。合作院校遍及 41	個國家（地區）。
在與眾多世界知名院校開展學期制交流計劃的
基礎上，港大亦與眾多海外名校及機構開展問
學者計劃、海外實習、暑期課程、暑期研究計
劃、海外服務學習計劃等學生交流項目。

美國

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西北大
學、杜克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伊利諾斯大學（香檳分校）、北卡來羅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麥吉爾大學、阿爾伯塔大學、蒙特利爾大學、
滑鐵盧大學

英國 劍橋大學、牛津大學、聖安德魯斯大學、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愛丁堡大學、布
里斯托大學、倫敦帝國學院

法國 巴黎政治大學、巴黎第九大學

德國 波恩大學、蒂賓根大學

瑞士 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蘇黎世大學、日內瓦大學、洛桑大學

瑞典 烏普薩拉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

芬蘭 赫爾辛基大學等

荷蘭 阿姆斯特丹大學等

挪威 奧斯陸大學、卑爾根大學等

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奧胡斯大學等

俄羅斯 莫斯科國立大學、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

澳大利亞 悉尼大學、墨爾本大學、昆士蘭大學、莫納什大學、新南威爾士大學

新西蘭 奧克蘭大學、奧塔哥大學、坎特伯雷大學

中國內地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

日本 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名古屋大學

韓國 國立首爾大學、延世大學、梨花女子大學

以色列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特拉維夫大學

南非 約翰內斯堡大學

巴西 聖保羅大學、坎皮納斯州立大學

智利 智利天主教大學

 

年

本科生海外學習經歷

* 其他海外學習經歷包括實習、訪問學生等

總計 2,576

2012-2013

2,945

2013-2014

4,139

2014-2015

服務學習 435 321 753

短期學習 289 286 597

田野考察 399 466 708

其他 * 568 756 673

交換學生 885 1,116 1,408

4,139
4000名

港大學生在 2015 年
參加實習



全人教育

•	 港大畢業生為各大企業機構及頂尖高校的首選。
•	 畢業生的就業率位列全港高校首位。

•	 眾多港大畢業生在社會、政府、工商、教育、藝術、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成
就傑出，擔當領導角色。

畢業生去向

課堂教育

•	 所有課程均採用英語教學，無論內地就業、海外深造都更顯優勢。
•	 學制靈活，在選課中給予學生極大彈性，在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涉獵更多跨
專業知識，全面發展。

•	 學生為本，以小組討論形式學習，從而掌握研究與溝通技巧，培養批判性思維
及跨學科學習能力。

•	 致力於創造多維度的學習機會，鼓勵學生走出課堂，走出校園，豐富學生的學習
體驗。尤其鼓勵學生參加各種交流交換活動，以期培養其多元思考和社交的能力。	

海外交流

港大為所有在校本科生構建了廣闊的交流平台，目前已與全球逾 330	所知名大學締
結學生交換協議，合作院校遍佈 41	個國家（地區）。港大另有海外暑期科研交流
項目，為勵志科研的同學提供實踐機會。

服務學習

港大鼓勵學生參加大學在香港和世界各地開展的社區服務項目，也可以自主策劃開
展服務學習，在了解世界的同時改變世界。港大為由學生發起的服務學習提供各種
資助、輔導以及其它形式的支持，幫助學生達成目標。目前，港大學生已在非洲、
南美、斯里蘭卡、印度等世界各地規劃、開發和實施自己的社區服務項目。

2016 年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生畢業進修地點2016 年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畢業生去向

進修機構包括

哈佛大學、牛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賓夕法尼
亞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威
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伊利
諾伊大學香檳分校、佐治亞理工學院、德克薩斯州大
學奧斯汀分校、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倫敦
大學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蘇黎世大學、密歇根
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等

就業企業包括

高盛集團、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貝萊德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新加坡貝萊德），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香
港太古集團有限公司，匯豐銀行，恆生銀行，中信證券
國際有限公司，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華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新鴻
基地產，王維仁建築工作研究室，黃志明建築工程師有
限公司，AECOM，歐萊雅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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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實習

港大為希望參與實習的學生提供了豐富的實習機會，幫助學生踏出工作第一步。
港大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每日發佈就業及實習資訊，並提供職業生涯規劃及求職
輔導。同學亦可通過各學院的實習計劃或項目前往海外或內地實習。2015 年，有
4,000名港大學生參與了工作實習。

學生社團

港大擁有逾百個不同種類的學生團體，包括各學院學生會、學術團體、舍堂學生會、
學社聯會屬會、文化聯會屬會、體育聯會屬會等等。只要有心參與，一定能在這裡
找到興趣所在。通過參加社團活動，同學不僅可以鍛煉團隊合作的能力和溝通技巧，
為未來職業發展做好準備。

舍堂教育

舍堂不僅是住宿的地方，更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宿舍生活能讓學生學會獨立、
多元包容、更能鍛煉學生的社交能力、豐富學習生活。舍堂為同學們提供豐富多彩的
文娛、體育活動，宿舍間不定期開展各類競賽，豐富同學生活的同時培養宿舍團隊精
神。港大各舍堂擁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及要求，同學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愛好選擇不同
的宿舍。



學生分享

王曉鴻
2016 年	經濟金融學士畢業（一級榮譽）
現就職於貝萊德 (BlackRock	Inc.) 新加坡辦公室
2014-15 年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交換
2013 年	赴羅馬尼亞參加全球義工活動
曾於花旗銀行、安本資產管理 (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等公司實習
來自山東省青島第二中學

港大是一個擁有多元選擇的地方。不管你選擇哪一條路，
在這裡永遠得到很多的資源、支持和鼓勵。2013年夏天，
我在羅馬尼亞同來自全球25個國家的志願者為當地的非營
利性組織進行活動策劃。在與很多人的交流中，漸漸發現
自己的特點，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同樣的，今年我與
其他三名本地生，代表學院參加美國商賽，思維的碰撞和
團隊的合作也讓我能夠不斷提升自己。在港大很幸運會遇
到很多有趣的人，交到知心的朋友，在做決定的時候會得
到他們的建議和幫助，相信未來的旅途我們也會一同前行。

楊凌霄
工學學士	三年級（主修電子工程，輔修計算機科學）
2016 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交換
來自重慶市南開中學

港大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地方。在我看來，在這裡的
學習生活擁有較大的自由度，很多時候都需要自己主動探
索，在經歷不斷摔倒迷茫又爬起來堅定前行的過程中，能
夠感受到自己對於所學之物的熱愛一天天增強。老師們的
關懷幫助也時常令我感動，只要自己主動去和老師溝通，
必定能夠得到認真細致的指導，不僅僅是學術方面，亦有
人生啟示，同時他們也非常願意提供科研機會。另外，在
港大與身邊非常優秀的同學們相處之中，亦能學到很多。

張湧權
2016 年	理學士畢業（一級榮譽）
現於哈佛大學	修讀數學博士課程
2015 年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交換
2014 年	理學院暑期研究計劃
來自山西省實驗中學

在港大理學院的四年，學校和學院為我提供了豐富的機會
去發現探索。學院的暑期研究計劃是我最早的真正研究經
歷。在教授的指導下，我嘗試探索解決問題的不同方式，
學會尋找問題的突破口，為問題搜索相關文獻，通過相似
問題的解答尋找路徑，以及拓展所得到的結論並提出新的
問題。這些都是數學研究裡非常重要的。大四的本科生科
研計劃，更讓我有機會跟隨學系頂尖的數學家莫毅明教授
（中國科學院院士）學習，了解他獨特深邃的視角，並探
尋自己喜歡的研究方向。這一切都為我未來的研究學習打
下基礎。

黃逸清
社會科學學士	四年級（主修政治與公共行政學，輔修經濟
學和新聞學）
2016 年	哈佛大學本科訪問學生
2015 年	間隔年聯合國、歐盟實習
2014 年	劍橋大學暑期學校
來自上海中學

除了學校提供的交換項目，很感激自己獨立申請的項目也
能得到校方支持，在不耽誤畢業進程的同時，最大限度地
滿足自己學業和興趣的探索。從新生到畢業，不斷見證著
港大學生的腳步遍布世界各個角落。此外，比較寬松的間
隔年 (Gap	Year) 申請也讓我能夠有更多元的度過大學生
涯的方式。總之，在港大的時光讓我看到了各種精彩地度
過大學生涯的不同可能，也讓我有機會嘗試和探索屬於自
己的可能性。

張園
2016 年	經濟學學士畢業（雙主修西班牙語）
現於香港太古集團有限公司任職集團管理培訓生
2014-15 年	西班牙納瓦拉大學交換
曾於國泰航空公司、中信銀行（國際）實習
曾任海峽尋新香港論壇組委會主席
來自福建省廈門第一中學

港大的平台之廣，不僅在於自由的學術環境，更在於個人
發展的方方面面，讓我在短短四年中得以廣泛地接觸和嘗
試不同範疇的事物。在智利，我看到了一個發達安逸、與
想像截然不同的南美國家；在西班牙，我結識了蕭條經濟
背後仍快樂而積極的人們；在硅谷，我感受到了美國年輕
人在財富之上對個人理想和創新的堅持。透過港大的交換
機會，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和見解更讓我更深入地接觸不
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和價值，打破一層層思維定勢，更思
辨地看待問題。

顧伊文
文學士（城市研究）	二年級
2016 年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暑期交流
來自江蘇省蘇州中學

跟著教授探訪費城的名勝古跡，聽當地同學們感慨自己
圍繞著城市的回憶，原來課堂能夠以如此生動的方式開
展……雖然手捧厚厚的 reading（閱讀材料），面對不知
如何下筆的 essay（論文）和工作量大得可怕的 project
（項目），也苦惱、迷惘過，但回首這一個月的課程，一
切的付出都那麼值得。感謝這個交流機會，讓我真切地感
受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也讓我重新認識自己、思考自己
的價值觀與追求。



課程一覽 2017-2018年度香港大學學士學位課程
*除特別列明外，所有學士課程的修讀期均為四年。此課程列表僅供參考，最新課程資訊請參考招生網站。

 建築學院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

牙醫學院

文學院

理學院

6004 建築學文學士 BA(AS)

6016 理學士 ( 測量學 ) BSC(SURV)

6028 園境學文學士 BA(LS)

6030 文學士 ( 建築文物保護 ) BA(Conservation)

6042 文學士 ( 城市研究 ) BA(US)

6107 牙醫學士	( 六年制 ) BDS

6901 理學士 ( 天文學	|	生物化學	
|	生物科學	|	化學	|	決策分
析	|	地球科學	|	生態及生物
多樣性學	|	環境科學	|	食物
及營養科學	|	地質學	|	數學	
|	數學及物理學	|	分子生物
學及生物科技學	|	物理學	|	
風險管理學	|	統計學 )

BSC

6729 精算學理學士 BSC(AC)

6119 教育學士及理學士	( 五年
制 )5

BED&BSC

6054 文學士 BA

6080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 語文教
育 )- 中文教育	( 五年制 )2

BA&BED(LangEd)-
Chin

6066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 語文教
育 )- 英文教育	( 五年制 )2

BA&BED(LangEd)-
Eng

6078 文學士 ( 文學研究 ) 及法學
士	( 五年制 )3

BA(Literary	
Studies)&LLB

6767 經濟學學士 / 經濟金融學學
士

BEcon/BEcon&Fin

6781 工商管理學學士 / 工商管理
學學士 ( 會計及財務 )	

BBA/
BBA(Acc&Fin)

6793 工商管理學學士 ( 資訊系
統 )4

BBA(IS)

6808 工商管理學學士 ( 法學 ) 及
法學士	( 五年制 )3

BBA(Law)&LLB

6884 理學士 ( 計量金融 ) BSc(QFin)

6896 工商管理學學士 ( 國際商業
及環球管理 )

BBA(IBGM)

6860 金融學學士（資產管理及
私人銀行）

BFin(AMPB)

課程介紹



法律學院

工程學院

李嘉誠醫學院

教育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
1.	 請使用「課程簡稱」填寫志願。
2.	 此雙學位課程由文學院與教育學院合辦。
3.	 此類雙學位課程由下列學院合辦。成功完成五年的課程學習後將獲得以下學
位：
A.	文學士 ( 文學研究 ) 及法學士課程 ( 由文學院與法學院合辦 )：文學士 ( 文
學研究 ) 學位及法學士學位；	

B.	工商管理學學士 ( 法學 ) 及法學士課程 ( 由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與法學院
合辦 ) 工商管理學士 ( 法學 ) 學位及法學士學位；	

C.	社會科學學士 ( 政治學與法學 ) 及法學士課程 ( 由社會科學學院與法學院
合辦 )：社會科學學士 ( 政治學與法學 ) 學位及法學士學位。

學生可在兩年學習後選擇放棄此雙學位課程中第二個學士學位的修讀。在滿
足課程要求後，可相應獲取文學士、工商管理學學士 ( 法學 )、社會科學學士
( 政治學與法學 ) 學位。

4.	 此課程由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與工程學院合辦。學生可在四年學習後選擇放
棄此雙學位課程中第二個學士學位的修讀。成功完成四年課程學習後，學生
將獲得工商管理學學士 ( 資訊系統 ) 學位。成功完成第五年課程學習後，學生
將同時獲得工學學士 ( 計算機科學 ) 學位。

5.	 此雙學位課程由教育學院與理學院合辦。
6.	 此雙學位課程由教育學院與社會科學學院合辦。
7.	 此課程由工程學院與李嘉誠醫學院合辦。

6456 內外全科醫學士	( 六年制 ) MBBS

6468 護理學學士	( 五年制 ) BNURS

6482 中醫全科學士	( 六年制 ) BChinMed

6494 藥劑學學士 BPharm

6949 生物醫學學士 BBiomedSc

6183 理學士（運動及健康） BSc
(Exercise&Health)

6406 法學士 LLB

6810 社會科學學士 ( 政治學與法
學 ) 及法學士	( 五年制 )3

BSS(GL)&LLB

6808 工商管理學學士 ( 法學 ) 及
法學士	( 五年制 )3

BBA(Law)&LLB

6078 文學士 ( 文學研究 ) 及法學
士	( 五年制 )3

BA(Literary	
Studies)&LLB

6963 工學學士 ( 土木工程	|	計算
機工程	|	計算機科學	|	電機
工程	|	電子工程	|	工業工程
和物流管理	|	機械工程	|	醫
學工程 7)

BENG

6951 工學學士 ( 工學科學 ) BENG(EngSc)

6717 社會科學學士 (中國研究	|	
地理學	|	政治與公共行政學	|	
心理學	|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
政學	|	社會學	|	認知科學	|	
輔導學	|	刑事司法學	|	全球
研究	|	傳媒與文化研究學	|	
城市管治學 )

BSS

6731 社會工作學士 BSW

6810 社會科學學士 ( 政治學與法
學 ) 及法學士	( 五年制 )3

BSS(GL)&LLB

6822 新聞學學士 BJ

6195 教育學士及社會科學學士	
( 五年制 )6

BED&BSS

6080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 語文教
育 )- 中文教育	( 五年制 )2

BA&BED	
(LangEd)-Chin

6066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 語文教
育 )- 英文教育	( 五年制 )2

BA&BED	
(LangEd)-Eng

6119 教育學士及理學士	( 五年
制 )5

BED&BSC

6195 教育學士及社會科學學士	
( 五年制 )6

BED&BSS

6157 理學士 ( 言語及聽覺科學 )	
( 五年制 )

BSC	(SPEECH)



招生名額

「2017 年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預計招收不超過 300 名學生，各省市不
設名額上限，擇優錄取。

申請資格

所有參加 2017 年高考的學生均可申請報考香港大學，港大內地招生計劃
有其獨立的報名程序，不同於內地高校統一的招生機制。在錄取過程中，
港大將綜合考慮如下因素：
•	 申請人的高考成績
•	 申請人的面試表現（如獲面試資格）
•	 申請人的綜合素質

* 除高考外，港大亦接受以國際課程考試（IB, SAT ／ AP, GCE A-level 
等）申請入讀本科課程。有關入學要求及申請，請瀏覽：www.hku.hk/
international。

申請辦法

• 登錄港大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網上申請系統（www.hku.hk/
mainland）填寫并完成申請表格。

•	 申請者須使用 MasterCard、Visa 或銀聯等信用卡進行網上付款，繳
付報名費。

申請費用及截止日期

•	 申請費為港幣 450 元整，逾期報名費用為港幣 750 元整。
•	 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6 月 15 日。申請人必須通過網上遞交申請表

格並完成相關付款手續，才視為申請成功。

面試安排及申請結果

•	 面試以英文進行
•	 面試的日期和地點會於 2017 年 6 月中旬於港大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

網站（www.hku.hk/mainland）公佈。
•	 面試將於內地多個城市同時舉行，學生無須赴港參加。
•	 申請結果將於 2017 年 7 月初公佈在網上申請系統中。

學費及生活費

• 學費為每年港幣十四萬六千元。
•	 住宿費及生活費約為每年港幣四萬元。

獎學金

• 香港大學設立了豐厚的入學獎學金，獎勵錄取名單中成績特別突出且
綜合素質優秀的內地學生。2016 年，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獲錄取新生
獲得了不同額度的獎學金。

• 全額獎學金將涵蓋學生在港大就讀期間全部學費及基本生活費。獎學
金無需單獨申請，獲港大錄取的學生將自動被納入獎學金考慮之列。

多元卓越入學計劃

在香港特區政府鼓勵多元卓越文化的建議下，港大於 2015 年首次在內地
本科生入學計劃中試行「多元卓越入學計劃」，錄取多位具有不同才能的
優秀學子。2017 年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將繼續開展多元甄選，
為具有不同特長的優秀學子提供多元求學機會。

在「多元卓越入學計劃」下，同學將可以申請：

1. 香港大學的各項本科課程（包括香港大學─巴黎政治大學聯合雙學位
課程等）

2. 香港大學 - 劍橋大學聯合收生計劃（工程類）
 入選此計劃的同學將首先在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學習一年，並於在讀期

間接受劍橋大學的考核。通過考核的學生將於第二年入讀劍橋大學工
程學院，成為劍橋大學正式的本科學生，畢業後取得劍橋大學學位。
該計劃僅適用於參加 2017 年高考，且高考科目中包含物理或者理科
綜合科的考生。

3. 香港大學理學院「本科生科研培育計劃」
 該計劃旨在為有志科學研究的優秀內地學子提供多種機會，到世界頂

尖科研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及學術交流。入選此計劃的學生於港大求
學期間，將獲多重科研資源，包括海外大學交換生資格、以及至少一
次機會參加理學院旗艦科研項目——「海外科研項目」或「暑期科研
項目」，到香港本地以及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
加州大學等世界頂級大學的尖端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及學術交流。
參加「海外科研項目」的學生還將獲得理學院的獎學金支持。此外，
自入學起，所有學生都將獲派一位科研導師，指導其參與科學研究。

有興趣報考以上計劃或課程的學生，需於 2016 年 12 月 30日前於網站 
www.hku.hk/mainland 完成「2017 年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的報名，注
明參加「多元卓越入學計劃」，並提供在校學業成績、有關特長或經歷（例
如學術類競賽、體育、藝術、社會服務等課外活動）的證明。

港大將於 2017 年 1 月至 2 月於內地多個城市舉行多元卓越提前面試。在
面試中表現優秀的學生將有機會在 2017 年高考前獲得有條件錄取優惠。

2017 年
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

聯繫方式

香港大學教務處入學及學術交流部

(86) 135 6419 6068

www.hku.hk/mainland（如有咨詢，請於網站“聯繫我們”頁面提交查詢表格）
www.hku.hk/international（以國際課程考試申請）

關注我們

香港大學官方微博：@ 香港大學官方微博

香港大學官方微信號：hongkongu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