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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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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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非本地生
來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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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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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1866 年 11 月 12 日 -1925 年 3 月 12 日）

本名孫文，號日新、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孫中山先生
於 1887 年至 1892 年期間就讀於香港西醫書院，即香港大學李嘉
誠醫學院的前身。在就讀五年期間，孫中山先生不但受到了專業
的醫學訓練，亦涉獵中西文化，對他的成長和思想至關重要。

張愛玲（1920 年 9 月 30 日－ 1995 年 9 月 8 日）

本名張煐，著名作家。1939 年進入香港大學文學院學習。在讀期
間，因成績優異，獲頒何福獎學金及另一捐贈獎學金 (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兩年多在港學習帶來的衝擊及啟發，是她
綻放一生光華的重要階段。

朱光潛（1897 年 9 月 19 日－ 1986 年 3 月 6 日）

字孟實，筆名孟實、孟石。朱光潛先生 1918 年至 1922 年就讀於
香港大學文學院，選修英國語言和文學、教育學、哲學、倫理學、
生物學、心理學等課程，奠定了一生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的方向。
朱先生美學中西貫通的特點亦是受到在港大學術環境的啓發。

黃霑（1941 年 3 月 16 日－ 2004 年 11 月 24 日）

著名香港填詞人、廣告人、作家及傳媒創作人，有「香港鬼才」、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封號。1963 年榮譽文學士畢業。著名填
詞作品包括由張明敏唱出的《我的中國心》、《上海灘》、《男
兒當自強》、《滄海一聲笑》等。其作品構成一代香港人的文化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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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個得獎研究項目中，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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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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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港大首兩所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為首次在內地以外
獲批准成立之同類型國家重點實驗室。）

國家重點實驗室

腦與認知科學 國家重點實驗室 *

新發傳染性疾病 國家重點實驗室 *

肝病研究 國家重點實驗室

生物醫藥技術 國家重點實驗室

合成化學 國家重點實驗室



科研貢獻社會

港大堅持在推進世界級科研工作的同時，運用科研成果貢獻社會。

李嘉誠醫學院肝臟移植團隊過去 10 年，針對移植肝術後原發病復發進行一系列研究， 
為治療及預防復發提供重要的治療基礎。團隊於國際重要醫學期刊發表 211 篇研究成果
的論文，研究結果亦被《刺針》、《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等頂尖國際期刊引用逾 8000 次，
獲得國際獎項共 13 個。2014 年 3 月，突出的研究表現獲國家教育部頒授「2013 年度高
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2008 年 7 月，香港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於四川成都簽署合作備忘錄，啟動大規模的 
「巨災管理工程」計劃，以推動有關災難管理各範疇的合作，應對四川地震。此計劃之
項目包括：「地理信息系統」配對供與求、學生服務與學習、災區幼兒教育、社會心理
支援、健康與精神健康支援、倖存者研究、設立青年與老年康復中心、提升公眾認知及
動員支援力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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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研發的發光材
料製成 OLED 產品，廣泛應用於街燈、家居和電子產品上，大幅減少用電量。她的研究
小組曾設計及合成了多種新的分子功能材料，具有光學、電荷分離、太陽能轉換及發光
的特性，可以應用在低耗電量的 OLED 燈泡，以及太陽能發電板的吸光物料上，為人類
的可持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2003 年非典型肺炎 (SARS) 爆發期間，港大最先發現病毒源頭和傳播方法，並研製出 
血清快速測試法，其後更成功發現超過 100 種化合物，可有效阻止 SARS 冠狀病毒入侵
人體細胞及在細胞內複製，達到治療效果，成功遏制 SARS 病毒蔓延，為人類健康和醫
療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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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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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香
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
院校之冠。

2016 年 10 月 20 日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講座教授、黃乾亨黃乾利基金教授席
（電機工程）許樹源教授獲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英國皇家
工程院是國際上最具權威的國家級工程院之一，入選皇家工程院
被工程界視作最高榮譽。

2015 年 12 月 7 日

香港大學謝仕榮衛碧堅基金教授（數學）及數學系講座教授莫毅
明教授，獲中國科學院選為數學物理部院士，為本屆入選的唯
一一位香港本地學者。

2015 年 05 月 05 日

香港大學黃乾亨黃乾利基金教授 ( 化學與能源 ) 及化學系講座
教授任詠華教授，獲英國皇家化學學會選為 2015 年度 Ludwig 
Mond Award 得獎學者。Ludwig Mond Award 是英國皇家化學
學會頒發的年度獎項，每年選出一位在無機化學上成就卓越的學
者，予以嘉許。任教授於 2005/06 年獲英國皇家化學學會頒授百
周年講座獎。

2015 年 03 月 17 日

香港大學化學系教授孫紅哲領導的跨學科研究團隊，過去三年經
過不斷的嘗試，研發出最新可在活體細胞內標記標籤蛋白的螢光
探針。相關的研究成果已刊登於國際權威學術雜誌《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刊》，文章被評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優異研究的頭
百分之二十內，及同期合計研究中的前百分之十內。新技術並已
申請美國及歐洲的專利。

2015 年 02 月 05 日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研究人員首次為心臟衰竭患者進行胸段脊
髓刺激，作為恢復性的治療，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是次研究
結果已於國際醫學期刊《Heart Rhythm》醫學雜誌上發表。

2014 年 9 月 

以工程學院為首的跨學科研究項目，成功結合光纖光學和激光技
術，研製出嶄新的高速光譜分析技術「參量時域光譜分析儀」
(PASTA)，以比現有技術快一百萬倍的速度，精確捕捉不同物質
動態過程的光譜。研究成果發表於多份國際學術刊物及國際研討
會，包括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Optics Express 和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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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和倫敦帝國學院的研究團隊，合力發展
出全球第一個「電力彈簧」，有助穩定應用風能和太陽能的電力
系统，為發展 21 世紀可再生能源電網提供重大的技術突破。有
關理論及實踐証明刊登於有權威地位的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會的
智能電網專業期刋上。

2011 年 1 月

香港大學晨興基金教授（化學生物學）、化學講座教授楊丹獲頒
「第七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成為港澳地區首位女科學家獲
此殊榮。楊教授從事中藥雷公藤的活性分子化學生物學研究十多
年而取得重大突破，主要包括開創「有機催化反應」藥物設計先
河，從中藥啟發新的「抗癌思路」，協助發現「囊腫性纖維化」、
癲癇症等遺傳病治療方法的「人造離子通道」研究。

2009 年 1 月

由香港大學王振宇教授和王繼德博士聯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
醫大學 13 名醫學科研人員組成的研究團隊，榮獲「國家科技進
步獎」一等獎。同年，土木工程系講座教授方漢平和華南理工大
學及中石化機構合作共同研究開發的項目，獲頒「國家科技進步
獎」二等獎。

2008 年 1 月

數學系講座教授莫毅明，以《關於對稱與齊次空間的複幾何》研
究項目，獲國家頒發 2007 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2007 年 2 月

香港大學支志明教授：香港首位科學家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
獎。支教授以其「金屬配合物中多重鍵的反應性研究」項目，成
為香港自 1989 年參加國家自然科學獎推薦以來，首位獲得一等
獎這個最高級別獎項的香港科學家。

2006 年 1 月

外科學系講座教授範上達教授及其領導的肝移植組（成員：盧寵
茂教授、廖子良醫生及陳詩正醫生）以突破性的「成人右葉活體
肝移植」技術，獲頒「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這是首次
有香港學者獲頒「國家科學技術獎」一等獎項。同年，化學系講
座教授任詠華教授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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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港大的本科教育以「全人教育」為理念，
以培養「未來領袖」為目標，希望同學
成為「世界公民」，對社會有所承擔。
從課堂到舍堂，從學校到社區，從香港
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全人教育」 
體現在港大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港大鼓勵學生走出課堂、校園，參與海
外交流、服務社群。通過專題研究、實
習計劃、海外交流等豐富的體驗學習機
會，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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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課中給與學生極大彈性，在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

涉獵更多跨專業知識，全面發展（詳見「課程設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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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所知名大學締結學生交換協議，合作院校遍佈 43 個國家（地區）。
港大另有海外暑期科研交流項目，為立志科研的同學提供實踐機會。
（詳見「海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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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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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港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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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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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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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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年　西班牙納瓦拉大學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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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接觸和嘗試不同範疇的事物。從港大走出去的交
換生項目和暑期項目，不僅是地域上的轉移，更是
深層次的文化學習和自我思考。在智利看到了一個
發達安逸、與想像截然不同的南美國家，在西班牙
結識了蕭條經濟背後仍快樂而積極的西班牙人，在
硅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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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更明白個體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個人未
來發展的方向。

文博雅
2016 年　理學士畢業（一級榮譽）
現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修讀數學博士課程
2015 年　理學院海外科研項目（美國康奈爾大學）
2015 年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交換
2014 年　理學院暑期科研項目
來自山東省菏澤第一中學

畢業了，回想在港大的這四年，像一段不可思議的
旅程。大一只知道自己喜愛理科，仗著理學院採取
統一收生制，第一年不分專業，上遍了數學、物理、
生化的基礎課，之後才下定決心學數學。大二結束
的暑假，在理學院的暑期科研項目中，第一次接觸
到了科研，體驗了從寫計劃 (proposal) 申請，到八
星期的獨立學習並與導師交流，獨立完成報告並做
牆報展示的全過程。大三下學期去加州大學伯克利
分校交換期間，申請到了暑期在康奈爾大學的研究
項目（港大理學院海外科研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在美國的八個月，有幸跟著自己敬仰的數學家們學
習，也進一步體會了做研究的酸甜苦辣。

鐘雨果
2016 年　經濟金融學士畢業（一級榮譽）
現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修讀運籌學碩士課程
(Master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15　年 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學院交換
曾於泛歐交易所、貝萊德 (BlackRock Inc.) 實習
來自浙江省鎮海中學

回首四年，我覺得港大給予我最重要的東西是選
擇。香港有她的多元性，港大亦是如此。在這裡，
沒有人有一樣的人生軌跡 ，所有的選擇也沒有了正
確答案。 不論你選擇攀登學術的高峰，或是看看像
牙塔外的世界， 港大都給予了你選擇的空間。我的
大學四年，上莊（社團）、 實習、交換，除了經
濟金融的專業課外也選了一些看起來不怎麼實用的
課——心理學，哲學，藝術史 。大三下半學期突
發奇想地想要學編程，於是畢業後念了工科的研究
生。在港大大家經常說“搏盡無悔”四個字 —— 
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選擇努力生活，對我來說沒有
什麼比這個更重要——“生活是沒有地圖可以指引
的，所以我們擁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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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置
教學理念

香港大學的教學理念向來以學生為本。我們希望能創造一個豐富
多采的教育體驗平台，讓學生在整個大學階段通過有意義、有條
理的方式經歷與體驗一個嶄新的學習歷程。我們確立了六大教育
目標，旨在幫助學生發展以下才能：

• 學術 / 專業上追求卓越，慎思明辨，實踐終身學習
• 善於處理嶄新、未能定性的難題
• 勤於自省，體恤他人，秉持個人及專業操守
• 尊重文化差異、盡環球公民責任
• 加強溝通和合作能力
• 提倡和領導人類社會的進步
 

核心課程

從中學的學習模式過渡至大學，學生除了要面對新的學習環境
外，大學教育自由且選擇多的學科及課程亦是學生需要適應的地
方。因此，香港大學從 2010 年設立核心課程，希望幫助所有本
科學生順利過度。

核心課程旨在提供一個寬廣的學習平台，帶領學生探索專業知識
以外的領域，開拓學生更廣闊的視角並建立複雜的批判性思考。
課程在內容上從日常生活中的出現的現象和問題出發，激發學生
思考這些問題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長遠意義。

核心課程由科學與科技、人文學科、全球議題和中國研究四大主
題組成，每一個主題之下都提供數十門課程供學生選修。2015 年
這四個主題合共提供近一百五十個來自不同範疇的核心課程供學
生選擇。

體驗學習

港大強調學科知識與應用實踐並重。我們的長遠目標是希望「體
驗學習」的概念帶來對學習模式的根本性轉變，使之不單成為課
程設計的指導原則，而是學習的主要方式之一。港大的不同學院
已經將各種形式的體驗式學習嵌入課程，有的甚至以此為畢業要
求。各學院設立的體驗學習形式多樣，不少學院要求學生完成學
期中或暑期工作實習，讓學生體驗真實的工作環境。部分學院則
要求學生在本地、甚至到海外進行實地考察。

通識教育

除了專業及核心課程外，港大通識教育部每年提供超過 40 門不
計算學分的通識課程和暑期活動。此類課程多邀請校外各領域的
專家負責講授，上課形式靈活多樣，常常結合實地考察和動手操
作。通識課上，學生可以不受限於學分的規定，亦不用擔心考核，
大膽嘗試自己感興趣的課程。

* 學生每學期最多可多選修 6 學分並最多以 288 學分畢業
** 6 學分 = 120-180 學習小時

必修科

專業課

選修課

22.5%

100%
(240 學分 *)

17.5% ~ 
32.5%

30% ~ 
40%

15% ~ 
20%

·專業課以
外的其他
課程

·副修 (36-48 學分 *)

( 剩下的學分 *)

·英文 (12 學分 *)

·中文 (6 學分 **)

·主修 (72-96 學分 *)

·核心課程 (36 學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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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的不同學院已經將各種形式的體驗
式學習嵌入課程，有的甚至以此為畢業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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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流
港大致力營造國際化的學習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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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所有在
校本科生構建了廣闊的海外交流平台。
港大目前與逾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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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院校遍及全球 43 個國家（地
區）。

港大還有多個海外科研交流項目，為立
志科研的同學提供優質平台。例如，工
程學院的學生可申請於暑假期間，前往
哈佛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進行為期約十
周的研究學習，參與該校最前沿的研究
專案。參與理學院「海外科研項目」及
「暑期科研項目」的學生，有機會到香
港本地以及哈佛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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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科研及學術交流。
參與學生還將獲得理學院的獎學金支
持。

美國

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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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學、芝加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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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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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為部分交流學校名單

陳晨
社會科學學士　三年級
正於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交換
2016 年　 英國劍橋大學彭布魯克－國王學院暑 

　期交換項目
來自成都石室中學

暑假兩個月，我真正走入了劍橋大學的課堂：
在教授的引導下走進博物館分析畫作、在課堂
上模擬聯合國安理會的會議，小師生比的討論
課也使我們能夠與同學、教授深入討論學習問
題。與學習同等重要的是身處劍橋這個古老而
安靜的小鎮的體驗。夕陽下可以和同學在康河
邊散步，周末去尋訪凱恩斯用過下午茶的茶
室，課餘在嘆息橋下撐船而過。能有機會在劍
橋學習一直是我的夢想，而這個夢想終於在港
大變成了現實。

葉希韻
理學士　三年級（主修化學，輔修生化）
正於美國芝加哥大學交換
2015 年　理學院暑期科研計劃
來自深圳實驗學校高中部

在港大的兩年充滿壓力、動力和驚喜。一進港
大，學院就給我們分派了學術指導老師。大一
的暑期，我在學術指導老師的推薦下，參加理
學院本科生暑期科研計劃，進行一些基礎的抗
生素研究，並獲得獎學金。這對於大一的學生
來說是非常寶貴而不可多得的學術經歷。而我
在提前完成預先的課題後，導師又分配給我額
外的三個小型研究課題，拓展了我的知識和眼
界。在實驗室導師的關心和師兄師姐們耐心細
致的指導下，我如期完成了課題的實驗、報告
和研究展示。在這之中也學到的良好的實驗習
慣和方法，以及嚴謹的科研態度，也堅定了我
繼續走科研道路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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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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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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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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服務
作為一所世界級高等學府，港大致力於
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設施和服務，主要包
括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學業指導處、
圖書館、資訊科技服務、大學醫療保健
處和運動及潛能發展研究所。大學配有
14 間學生舍堂。校園裡有適合不同學
生的各類餐廳、銀行、超市和書店等設
施，全方位滿足學生的在校學習和生活
需要。

學業指導處

學業指導處致力於提供專業而親切的個人諮詢服務，協助學生適
應大學生活，解決在學業上的疑難，主要工作包括：

• 協助新生適應大學學習生活，訂立合適的學習計劃
• 提供學業支援，協助同學掌握不同的學習資源，助其達成學

習目標
• 舉辦多元化的學業專題講座，拓闊同學視野
• 與學院、宿舍和 CEDARS 緊密合作，統籌及推展學業指導，

交流經驗。香港大學的學術指導系統由四個部分組成：學院
學業指導機構、學業指導處、宿舍學業指導機構、網絡學業
指導平台。學業指導處由大學資深學術指導顧問和多位經驗
豐富的大學行政人員組成。通過組織協調各學院和宿舍的學
業指導機構，並為在校本科生提供一對一的專業學術指導服
務，輔助並提高同學的學術和綜合能力發展。

香港大學圖書館

香港大學圖書館為研究和知識探索的資源中心，館藏豐富而全
面，且存有珍貴的善本書。圖書館藏書量達 300 萬冊，並擁有大
量視聽和電子資源，包括訂閱了 113,000 種電子期刊，460 萬冊
電子書和 991 套電子資料庫。此外，圖書館還會定期舉辦不同主
題的書籍座談會和展覽。圖書館館內設有二十四小時開放的小組
研習室和小組討論區，供學生自由交流和探討課業。

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

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 (CEDARS) 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為宗旨，
為學生的在校生活和個人成長搭建有效平台，提供全面服務。
CEDARS 定期開辦多項個人發展工作坊，內容涵蓋全球公民培
養、社會服務學習和領袖才能發展三大方面，協助學生開發個人
潛能。

• 校園生活
住宿、膳食、文娛、學生資助、學生社團和活動、學生福利
和緊急支援、非本地學生支援（包括來港就讀準備、大學生
活適應貼士、校內住宿安排、校外住宿支援等）以及殘疾學
生支援服務

• 職業及就業服務
就業資訊、校園招聘、生涯規劃、求職輔導及培訓
香港大學擁有全面的就業指導資訊，所提供的綜合就業資訊
服務和協助獲廣泛使用，並在本地大學中獲得最高滿意度。
除常規就業培訓外，還為不同學系提供一系列特別設計的專
業預備課程。來自不同專業的榮譽就業顧問擁有豐富的工商
及服務經驗，為同學提供專業的就業策劃輔導。

• 輔導及心理培育
個人心理輔導、心理評估、心理健康課程、培育課程、學習
支援、無障礙學習支援及共融教育基金

• 學生發展
建立多元校園文化、全球公民、服務學習、領袖才能拓展、
迎新活動及提供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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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 學生舍堂

餐廳 診所

銀行 運動

往百周年校園

香港大學本部校園



香港大學網羅菁英學生，港大畢業生是
各大企業機構聘請用人的首選。2015 年
港大畢業生的就業率高達 99.5%，連續
十年維持超過 99.4% 就業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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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香港和國家的繁榮
與發展。

18 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 2017 畢業生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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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萊雅集團等

2016 年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畢業生去向

2016 年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生畢業進修地點

46%

39%

11%

3%

1%

在港就業

海外進修

在港進修

內地就業

海外就業

50%

26%

12%

6%

6%

美國

香港

英國

歐洲大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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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梓熙
2016 年　工學學士畢業（機械工程一級榮譽）
現於美國斯坦福大學　修讀碩士課程
來自天津市南開中學

為了提高申請研究生的競爭力，我在大二下學期
申請和周國榮教授進行非線性水波相關的研究。
研究工作需要利用課餘時間，充實而又辛苦。理論
研究和做實驗很不同。首先要理解教授給我的幾本
教材，並且通過教授關於重要概念的口試。第一次
我答得暈頭轉向，才知道距離真正理解知識還有很
大偏差。這樣經過了半年多的努力，在一次組會上
教授突然要我在黑板上推導伯努利方程，盡管很突
然，我仍然將方程推出，教授才終於表示滿意。大
三下學期在教授的幫助下我完成了一些研究任務，
並將成果發表在Applied Mathematics Letters 上。
回首前路，我要深深感謝港大，是她讓我能順利地
走在成為一名獨立研究人員的道路上。

張湧權
2016 年　理學士畢業（一級榮譽）
現於美國哈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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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曉鴻
2016 年　經濟金融學學士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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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選擇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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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羅馬尼亞和來自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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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很多人的交流中會漸漸發現自己的特點，自己想
成為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在美國的交換也
讓自己感受其他學校學習環境的同時，不斷去探索
世界的未知。今年我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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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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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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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

招生名額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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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家教育部指示，香港高校在內地的自主招生範圍包括 31
個省、市、自治區：（按筆劃序）上海、山西、山東、天津、
內蒙古自治區、北京、四川、甘肅、吉林、安徽、江西、江蘇、
西藏自治區、河北、河南、青海、重慶、海南、浙江、陜西、
湖北、湖南、貴州、雲南、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黑龍江、寧
夏回族自治區、福建、廣西、廣東和遼寧。招生範圍如有變更，
將以國家教育部指引為准。

申請資格

根據國家教育部規定，2017 年高考生均可申請報讀香港大學。
港大的內地招生獨立於內地高校統一招生機制，有其獨立的報
名及錄取程序。港大在綜合考慮申請人的高考總成績、高考英
語成績及面試表現等綜合素質後，擇優錄取。

* 除高考外，港大亦接受以國際課程考試 (IB, SAT/AP, GCE 
A-level, etc.) 申請入讀本科課程。

有關入學要求及申請，請瀏覽：www.hku.hk/international

學費及獎學金

2017 年非本地學生在港大修讀首個本科學位課程的學費為每年
港幣十四萬六千元整。住宿費及生活費約為每年港幣四萬元。

香港大學設立了豐厚的入學獎學金，獎勵錄取名單中部分成績
特別突出且綜合素質優秀的內地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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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有超過 1/3 獲錄取新生獲得了不同額度的獎學金。

香港大學多元卓越入學計劃

在香港特區政府鼓勵多元卓越文化的建議下，為鼓勵更多內地優秀學子全人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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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卓越才能的優秀學子。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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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港大的本科課程外，同學還可在「多元卓越入學
計劃」申請「香港大學 - 劍橋大學聯合收生計劃」、理學院「本科生科研培育計劃」以
及香港大學與海外頂尖大學合作的雙學位課程等。

香港大學 - 劍橋大學聯合招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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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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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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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填寫申請表格前，請先閱讀《2017 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課程手冊。電
子版課程手冊可於 www.hku.hk/mainland 下載。

2. 申請人須確保所有提交的資料真實無誤。本校有權要求申請人出示有關證明以作核
對。若申請人無法提供所需證明，本校有權拒絕其申請，或取消其錄取資格。

3. 所有已繳交之申請費及學費均不會退還。

4. 有關入學計劃的最新安排將於 www.hku.hk/mainland 公佈，港大將不會以電郵、電
話或書面方式另行通知。

5. 本校尊重申請人隱私，申請人提交的個人資料僅作入學申請之用。已提交申請材料
恕不退還。

6. 除以上列明之申請費用外，在申請過程中，申請人無須繳交任何額外費用予港大工
作人員或港大下屬機構和部門。此舉可能觸犯香港《防止賄賂條例》。

7. 招生期間諮詢熱線繁忙。如有任何查詢或須更改資料，於網站 www.hku.hk/mainland 
「聯繫我們」頁面提交查詢表格。

報名程序

2017 年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不接收書面申請。申請人須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前，通過港大內地招生官網 www.hku.hk/mainland
進行網上申請。

1. 註冊申請賬號

2. 填妥網上申請表格

3. 繳付申請費港幣 450 元整 （逾期報名者或會按個案處理，申
請費用為港幣 750 元整）。申請人須同時完成網上申請及繳費
程式，並獲取相關大學申請編號（例 BJN123456）才視為完
成申請。所有報名費一經繳交，概不退還。

a) 申請者可使用 MasterCard、VISA 或銀聯等信用卡進行網上
付款。

b) 若網上支付失敗，可按照系統提示選擇“只遞交表格”從而
獲得申請編號（例 BJN123456）。 然後選擇到銀行以匯票、
匯款或直接存款的方式支付申請費用。銀行繳費完成後，請
將付款證明正本寄交本處。來件須註明申請人姓名、申請編
號及聯繫電話，以免延誤申請。收件地址：香港薄扶林道香
港大學本部大樓地下 MG14 室入學及學術交流部。請於信
封註明「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及申請編號。亦請申請人妥
善保管匯票等單據複本以作備用。

香港大學戶口詳情

銀行名稱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銀行地址 香港花園道一號
No.1 Garden Road, Hong Kong

帳號 012-875-0-026392-6

戶口名稱 香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大學地址 香港薄扶林道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銀行代碼 BK CH HK HH

留言欄

申請人須要求銀行於匯款欄內清楚列明以下資
料：
a. 申請人姓名
b. 匯款性質及目的：“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生

入學申請費”

4. 申請人需留意於高考成績公佈後，立即登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
成績並上傳高考成績單副本。

5. 面試日期和地點將於 2017 年六月中旬於網上公佈。面試將於
內地多個城市同時舉行，無須赴港參加。經過篩選獲得面試邀
請的同學將於六月下旬於網上申請系統獲知面試邀請。面試以
全英語進行。屆時，學生需密切留意個人申請賬號。

6. 申請結果將於 2017 年七月初公佈於申請系統中。學生須於指
定日期內辦妥入學手續，否則將被取消入學資格，所繳費用亦
不獲退還。

招生時間表

6 月 15 日 網上申請截止日期

6 月底 面試（全英語）

7 月初 宣佈錄取名單

8 月 抵港參加迎新活動

9 月 新生開學

重要日期（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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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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 課程代碼 學位課程 課程簡稱 1

建築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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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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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及
工商管理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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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學院 6107 牙醫學士 ( 六年制 ) BDS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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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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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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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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 課程代碼 學位課程 課程簡稱 1

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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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誠
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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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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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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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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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

建築學文學士 (6004)

建築學文學士為四年期全日制課程。授課內容貫穿人文藝術和自然科學領
域，為學生將來在相關領域具備國際優才競爭力提供亞洲頂級的高等教育基
礎，畢業生素質廣泛收到歐美一流大學的好評。同時，通過該課程取得的建
築學學士學位是獲得執業建築師資格的必備學位。 

課程建基於建築學的四個基本範疇（文化、社會、環境及技術）而設置，提
供的課程包括：建築設計、建築歷史與理論、建築設計原理、視像傳意、建
築與創意產業、建築環境技術、建築規範、數碼媒體在建築中的運用、和設
計與技術運用。課程學習以設計工作室為中心，著重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自律和創新能力。工作室的設計課程以建築類研究性課題為基礎，同時鼓勵
學生以多種方法應對來自建築功能、環境、社會和技術等領域的挑戰。學生
通過各種教學和研究體驗發掘自身潛力，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由積極的
批判精神。

文學士 ( 建築文物保護 ) (6030)

建築文物保護文學士課程著重以問題來引導同學思考，以及把學習與體驗學
習方式相互結合，有層次地探討建築文物與城市文物的保護、活化和發展，
並採用新舊建築融合的對比性和互相輝映的手法，教導同學們領略文物保育
之重要性。課程旨在培養學生掌握建築文物保護各方面的核心專業能力，包
括理論、歷史、物料科學和建造科技等等。一些關鍵性科目諸如文物資料搜
集和視覺傳意等等，都是課程必修的主修科目。此外，其他主修課目也包括
海外實地考察、社區工作坊以及到中國內地和海外交流計劃等等。完成本課
程之後，畢業生會有更強的能力繼續升讀建築文物保護理科碩士課程或其他
相關的專業碩士課程。

房地產及建設系

理學士 ( 測量學 ) (6016)

從 2012 年始，房地產及建設系的本科教育學制四年，畢業後將授予測量學
(Surveying) 理學學士學位。測量學乃英聯邦體制，涉及經濟、法律、建造、
和管理等多個專業領域。本系課程幾乎涵蓋所有關於房地產及建設的各個方
面，包括項目規劃、融資、建設、實施、管理、營運等等。

本系師資力量雄厚，匯聚來自經濟、法律、工程、管理和規劃各個領域的著
名專家學者和教授。他們在房地產及建設的前沿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並
在國際上享有盛譽。本系已和多所世界名校、專業學術團體、大型國際企業
集團，以及相關政府部門建立長期合作網絡，為教學、科研和實踐提供寶貴
資源。本系活躍的校友網絡，使學生在學習及今後的工作中受益匪淺。

本系課程已獲得香港測量師學會、英國皇家測量師學會、英國皇家特許建造
學會以及亞太區工料測量師協會的認可。目前，香港測量師學會已與內地相
應的專業學會開展資格互認。

本系教學形式多樣，除教師授課外，還組織學生分組討論或辯論，案例研究，
工作坊，角色扮演，課外學生獨立或合作完成課程作業，並提供充分的討論
和演講機會，激發學生創造性思考，培育團隊精神。本系教學一大特色是“測
量工作室 (Surveying Studio)”的教學形式。學生以 4-6 人一組，每週進行小
組學習，持續到大學畢業。本工作室以真實案例為教材，提高學生解決實際
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和領導才能。

建築學院作為香港大學的十大學院之一，目前已發展成為一所涵蓋建築學、房地產開發與建設、城
市設計、園境建築學、文物保護等領域的教育和科研機構。學院下設建築學系、房地產及建設系、
城市規劃及設計系三個學系，以及園境建築學部及建築文物保護課程學部。各學系及學部均分別設
有專門的學位課程，包括以下五個本科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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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鷺
建築學文學士　二年級
來自鄭州外國語學校

漫長而炎熱的暑假因為前後參加的兩個活動而變得充實而難
忘，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將是最好的一個夏天。借助學校的平
台順利來到了位於韓國首爾的梨花女子大學進行為期一個月的
學習，學習感興趣的學科，探索不了解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來
結交各地的朋友。離開韓國就直奔湖南仙水村，在這裡跟著來
自港大的老師和同學一起完成一個建築項目，從設計到建造全
程參與，積累了很多在校園內無法了解的知識，也通過和村民
以及技術工人的交流，對這個小小的村莊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
情。慶幸在這個夏天做的每一個決定和去的每一個地方，也感
謝學校提供的幫助讓我可以有更多機會去體驗去實踐。

園境建築學部

園境學文學士 (6028)

園境學文學士提供系統性和全面性的園境建築學教育。課程旨在傳授園境建
築藝術及科學的核心知識和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課程內容涵蓋理論和實踐
範疇，具體包括園境設計、環境科學、生態學、可持續性設計、園藝及種植
設計、園境總體規劃和策略規劃、城市設計、建造技術、專業實習以及相關
的視像傳意和數字技術。

為了強調建築學院關於可持續性發展和合理利用材料和技術為各種人群創造
場所的宗旨，園境建築專業的課程內容包括自然環境、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
內容。課程強調設計方案具備合理的理論框架並且符合整體背景。課程鼓勵
本科生參與研究、海外考察項目、小區工場以及與海外機構間的交換生項目。
此項目也將與學院的建築學文學士課程緊密結合，以便為所有園境學和建築
學的本科生提供一般化的設計教育。

城市規劃及設計學系

文學士 ( 城市研究 ) (6042)

城市研究文學士課程旨在讓學生理解和麵對與香港、中國及世界都市和城市
發展和規劃相關的挑戰。本課程已獲得香港測量師學會及英國皇家特許測量
師學會的認可，畢業生可成為規劃及發展界的專業測量師。若畢業生選擇繼
續進修兩年制的理科碩士（城市規劃）課程還可成為專業城市規劃師。畢業
後，學生亦可報讀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的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建築文物保護、
園景建築、房地產、運輸政策與規劃、以及房屋管理等獲有關專業學會認可
專業學科碩士課程。同時，這課程能提供一個跨學科教育的基礎，使學生在
任何領域內有所成就。

課程將使學生對城市研究和規劃的問題和方法有更廣泛和深入的認識，包括
城市和區域發展和規劃理論；空間分析；規劃與設計；城市地理學與社會學；
城市可持續發展；城市經濟學；城市規劃；城市營銷與城市設計；城市交通運輸；
多媒體傳理學；市區重建、更生與保育；房屋政策及城市管理與管治。此外，
學生將獨立完成一個有關當代城市問題的研究報告。學系鼓勵學生參與海外
學習，同時亦會為學生的基礎專業訓練和實習提供協助。

本課程從多學科和跨領域的角度去探討城市問題，訓練畢業生從多個角度處
理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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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組成及主要研習科目

中文學院 英文學院 人文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文史、翻譯 英文研究、語言與傳播 比較文學、藝術學、歷史、語言學、音樂、哲學

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 應用英文研究中心 佛學研究中心

非洲研究、美國研究、中國研究、歐洲研究、全球
創意產業、香港研究、日本研究、韓國研究、語言

及文化課程

文學院成立於 1912 年，是香港大學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的學院之一。長期以來，文學院秉承
其一貫傳統，在教育理念與學術思想上不斷創新，成為香港大學學術生命的命脈。一直以來，不論
在公營或私營機構，如政府部門以及行政、文化藝術、教育、法律、管理、金融財務、商業、大眾
傳播、新聞等行業，文學院的畢業生均取得驕人成就。

文學士 (6054)

文學士是一個四年制課程。在第一學年中，修讀文學士的學生可從整個系列
的課程中選修所喜歡的科目，並探索其興趣所在。首學年年終，學生須選擇
一個「主修」範圍，並於第二至第四學年修讀。此外，學生亦可選修其他學
院的主修或副修課程，藉以增廣學識。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 語文教育 ) – 中文教育 (6080)

本課程為文學院及教育學院合辦五年全日制課程，以配合香港教師學位化與
專業化政策。課程內容結合中國語言及文學，與中文教育專業知識，提供體
驗式學習及教學實踐的機會；培養學員創新與領導的能力、兩文三語兼備，
以達至學術與專業結合、理論與實踐並重的目的。此課程已納入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的認可學位課程。

註：同學必須能操流利廣東話，並能讀寫繁體字。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 語文教育 ) – 英文教育 (6066)

本課程為教育學院及文學院合辦之五年全日制雙學位課程。課程內容結合英
國語言及文學，與英文教育專業知識，提供體驗式學習及教育實踐的機會。
此課程已納入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的認可學位課程。

文學士 ( 文學研究 ) 及法學士 (6078)

文學研究及法律雙學位課程讓學生同時修習文學及法律，更可探研兩者之關
係。同學修畢五年課程，將獲頒文學士及法學士學位。課程既為學生將來在
法律界執業提供訓練，也令學員掌握法律文本的敍事手法及修辭技巧，同時
領略文學史及法律史相通之處。

文學院
arts.hku.hk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由商學院及經濟金融學院聯合組成。學院著力推廣創新的教育、前瞻性的研究
及研寫嶄新的商業案例，在大中華乃至亞太區的商界及教育界，地位舉足輕重。

學院旨在培育頂尖人才，以迎接大中華地區迅猛發展及全球經濟體系一體化
所帶來的挑戰及經濟機遇，並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之地位。學院
提供多元化本科課程，學生可自由選讀工商管理和經濟金融的科目，亦可從
其他九個學院的課程中，根據興趣選修不同範疇的科目。學生能在工商管理
及經濟金融的知識領域上夯實根基，同時涉獵廣博的社會常識，有利投身商
界發展。

經濟學學士 / 經濟金融學學士 (6767)

經濟學是一門利用嚴謹的科學驗證，以解釋人類多方面行為與社會之間相互
作用的學問。經濟學學士課程學生於經濟學的理論和應用兩方面均得到嚴格
的訓練，且能深入分析和評估地區及環球經濟體系的事務及政策。課程提供
經濟理論和金融學應用的雙軌訓練及培育，令有意在金融界開展事業的學生
有更靈活的發展空間。

畢業生多加入主要的跨國企業和投資銀行，或在英美等地的世界頂級大學深
造。經過課程完備穩健的訓練，具備豐富知識和技能的經濟學學士 / 經濟金
融學學士畢業生在各行各業中盡展所長。大部份畢業生於銀行、金融機構、
以及大型企業任職，部份畢業生則投身公務員行列和教育界，另一部份則於
本地和海外學府繼續深造。

工商管理學學士 / 工商管理學學士 ( 會計及財務 ) (6781)

課程囊括多元化的學術知識及商業訓練，當中包括傳意技巧、電腦應用、社
會科學及理科知識等。學生在互動的環境裡，接受人力資源管理、市場學、
財富管理、商務設計及創意，以及產業管理等範疇的訓練，有系統地汲取了

商學知識和提升管理技能。透過重點教育，建立學生在會計專業的知識，並
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為考取專業會計師資格做好準備，並為未來在財金行
業晉升至管理層打下堅實的基礎。

本課程獲香港會計師工會（HKICPA）、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
的認可，及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最多的考試豁免。工商管理學學
士 / 工商管理學學士（會計及財務）專為有志投身以下行業的同學而設 : 會
計及審計、廣告，銀行業、品牌管理、顧客關係管理、金融及投資行業、人
力資源管理、資訊科技管理、市場及市務發展管理。

工商管理學學士 ( 資訊系統 ) (6793)

工商管理學學士（資訊系統）/ 工學學士（計算機科學）為雙學位課程。此雙
學位課程由商學院及計算機科學系合辦，同時涵蓋資訊科技和商業培訓，讓
學生接受廣博商業教育的同時，亦獲得關於資訊系統的專業知識。攻讀工商
管理學學士（資訊系統）課程的學生可在五年內同時完成工學學士（計算機
科學）課程。課程揉合兩個重要領域的知識培訓，適合希望接受廣泛教育及
靈活發展事業的學生。

工商管理學學士 ( 法學 ) 及法學士 (6808)

此雙學位課程特別為對商科和法律均感興趣的學生而設，學生完成五年課程
後將獲頒授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及法學士學位。課程兼及商業和法律兩
方面的培育，讓學生在籌劃未來事業時更揮灑自如。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
及法學士雙學位課程為有志投身法律界、會計界以及投資銀行和金融企業的
同學而設。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
fbe.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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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媛造
經濟金融學學士　三年級
2014 年至今　香港大學管弦樂團小提琴部
2016 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暑期交流
來自內蒙古包頭市第九中學

在哥大學習六周，讀 Game Theory（博弈論）和 Linear 
Algebra（線性代數）。哥大歷史悠久，學術氛圍濃厚，圖
書館藏書豐富，校園風景宜人。我的老師是哥大博士，不
僅學識淵博，用心教授課堂知識，還經常課下與我們交流
學術，規劃未來，甚至思考生命。

我自小學習小提琴，抱著好奇心申請進入了香港大學管弦
樂團 (Uni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樂團 70 人左右，
指揮是港大李嘉誠醫學院梁卓偉院長。我們每年有一場春
季演出和一場年度演出，每周一到兩次排練。我感到十分
榮幸能夠與這些本地和國際生一起交流音樂感觸，相互學
習，帶給港大師生和社會人士優質的音樂會。也正是音樂
讓我在港大找到了歸屬感，最大限度地發掘自己的興趣，
讓我的大學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理學士 ( 計量金融 ) (6884) 

計量金融理學士課程為學生提供頂尖的財經理論和運用定量工具的訓練，培
養學生運用數學模型、電腦程式、及統計分析等定量工具，設計衍生工具及
結構性產品、管理投資風險、及分析財務數據。課程揉合了財務理論、分析
技巧及金融市場的專業知識。課本學習以外，學院亦和金融機構合作舉辦不
同增值課程予學生參加。例如彭博工作坊及到其他國際金融中心作實地考察。

計量金融理學士畢業生於財經金融界擁有良好的就業前景，例如 : 金融分析
師、工程師，對沖基金分析師，資產組合經理、風險管理經理以結構性產品
設計師。部份同學亦會選擇繼續深造。

工商管理學學士 ( 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 (6896)

課程旨在培育具國際視野和文化觸覺、以及能承擔社會責任的未來商業領袖。
課程內容全面。除商業知識以外，學生亦需修讀跨學科的課程，如政治、社
會科學及法律等，以強化學生在商業及國際環境等方面的知識基礎。著重國
際交流，包括海外交換生計劃、海外交流研究或到跨國公司實習。工商管理
學學士（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是一個具備商業理論又賦有社會科學元素的
課程。此課程給予學生豐富的商業知識和技巧，以應付瞬息萬變的國際議題，
務求培育高質素的學生成為未來傑出的全球領袖。

金融學學士 ( 資產管理及私人銀行 ) (6860)

本課程為香港及亞洲首個針對資產管理及私人銀行兩個專業領域的學士學
位課程。資產管理專為機構及個人提供不同資產類別的管理服務 ; 而私人銀
行服務則因應高淨值人士 ( 流動資產達一百萬美元以上 ) 的特定需要，提供
投資、信貸及信托等服務。以市場為本的課程旨在向學生提供理論和應用
雙軌訓練及培育，當中的應用科目，包括畢業前修讀的總結科目 (capstone 
course)，均由在業界擁有豐富經驗的導師教授，以培養學生投身正於香港及
亞太市場急速發展的資產管理和私人銀行行業。

學院及課程更積極為學生提供海外交流和在相關行業實習的機會，並安排學
生與行內專業人士進行不同形式的交流，例如，指導計劃、圓桌會談、就業
講座及企業參觀等等，協助學生於行內建立人際網絡。

每年均有逾百間具國際聲譽的機構及企業為本學院的
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當中包括：

•中銀集團 (Bank of China)
•花旗集團 (Citigroup)
•匯豐集團 (HSBC)
•高盛集團 (Goldman Sachs)
•麥格理集團 (Macquarie)
•美林證券（香港）(Merrill 

Lynch)
•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 & 

Co.)

•國際商業機器 (IBM) 
•甲骨文公司 (Oracle)
•穀歌 (Google)
•路透通訊社 (Reuters)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會計及審計
•人力資源管理
•銀行業
•工商資訊系統發展
•商業顧問
•政府及政府機構

•經濟分析及顧問
•市場及市務發展管理
•供應鏈管理
•創業
•金融及投資行業
•繼續深造

就業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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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純一
經濟金融學士　三年級（輔修新聞）
2015-16 年　香港大學學生會電腦學會執委
2016 年　端傳媒實習
2015 年　興業證券有限公司實習
來自江蘇省新海高級中學

其實比起具體的實習機會，我更感激港大給我帶來的敢於
嘗試的性格。在港大，你永遠不缺少信息的來源，包括谷
歌、論文庫、一天幾十封的郵件、portal 上更新的 daily 
notice（每日通知），還有永遠很容易搜到的教授郵箱地址。
如果你真正想做一件事，其實全世界都可以幫你。雖然在
這裡的競爭壓力也不小，時常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如別人好，
也從一開始就給了我很多挫折和打擊，但機會永遠比挫折
多。包括學院的諮詢項目，自己申請的各個領域的實習，
自己創立社團“日出里”，還有成為香港大學學生會電腦
學會的執委會一員，參加校內外各種志願者的活動 ...... 港
大給我的不光是選擇的自由，更是實現自我選擇的資源。

徐婉婷
經濟學學士　三年級
2016 年　美國哈佛大學
2015 年　創辦 influensio 影響力社團
2015 年　英國劍橋大學暑期交換
曾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議會主席辦公室、
Brunswick 諮詢公司、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實習
來自成都七中

自從來到港大這個學術氛圍自由的地方，我就在一步步探
尋自己的學術興趣。每一年都小換了一次專業：從剛進校
時的 Accounting & Finance（會計與金融），大二的工商
管理（商業創新與設計），到交換結束後，大三開始成為
BEcon（經濟學）。靈活專業選擇讓我能夠真正地找到自
己喜歡的東西，投入到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裡。港大與非常
多海外頂尖學校都有合作項目，自由開放的環境給我了無
限可能。港大直接與美國接軌的學分學制給我了非常多的
便利，交換的期間對英文環境一點也不會不適應 ...... 我覺
得在 20 歲的時候，不管對未來有沒有那麼多的益處，都應
該出去看看，把自己扔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看看地球另一
端是什麼樣。



牙醫學院為東南亞最卓越的牙醫學府，亦是唯一一所同時提供牙醫學士及研究生課程的學院。牙醫
學院於 1982 年成立，位於港島西營盤的菲臘牙科醫院內。

牙醫學士 (6107)

課程旨在教育及培訓立志成為牙醫的學生，為大眾提供口腔健康服務。牙醫
學士課程綜合性強，注重培養能力，通過問題導向的方式達成學習目標。

牙醫學士課程採用六年制，主要在香港唯一一間牙科醫院菲臘牙科醫院進行
教學。其他學習地點包括香港大學內科及外科學系的一般醫學病房、醫學外
科病房及手術室，臨床對象包括瑪麗醫院的口腔頜面外科病人。學生亦有機
會在香港不同的牙醫診所及口腔健康教育環境中學習。

擁有一個牙科學位可為你開拓不同的事業發展路徑。
畢業生可選擇以下發展路徑：

1. 私人執業牙醫
2. 醫院執業牙醫 
3. 政府執業牙醫 
4. 集團執業牙醫

5. 持續進修
6. 專科牙醫
7. 大學任教或研究工作

牙醫學院
facdent.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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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靜雅
牙醫學士　四年級
來自西安西北工業大學附屬中學

就讀牙醫學院，一切都讓我感覺那樣真實直接、
腳踏實地。在港大牙醫，臨床實踐開始較早，
理論學習就不會那樣枯燥乏味。在大多數時候，
學習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在對病人進行診療的過
程中發現問題，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它，這種學
習過程真實而有趣。雖然生活緊張密集，但這種
進步的滿足感讓人感覺愉快充實。



教育學院
web.edu.hku.hk

教育學院於 1984 年正式成立，是香港其中一所主要提供師資培訓課程的教育機構。為了拓寬學生
的國際視野及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海外活動，學院提供許多機會讓同學參與海外交流計劃。於文學士
及教育學士 ( 語文教育 ) 課程和全日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主修英文或中文的學生，都必須分別
完成在海外或內地所舉行的語文沉浸課程。

本學院的師生在香港教育政策的釐訂方面，貢獻良多。歷屆畢業生均在教育
界擔任要職，本學院的多位教授亦在本地教育政策委員會擔當重要的角色。
本學院有逾百位教授及教學人員 ( 包括 4 位講座教授、20 位教授、31 位副
教授、30 位助理教授、3 位首席講師、5 位高級講師、21 位講師、4 位助理
講師及 9 位博士後研究員 )，來自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韓國、台灣、
英國、愛爾蘭、美國、加拿大、澳洲、德國及俄羅斯等地，在學術及專業方
面成就卓然，並積極參與全球性研究計劃，尤其著力於亞太地區及國內的研
究，其中不少更是海外學術組織的領袖，研究成果蜚聲國際。本學院與海外
著名學術組織作定期交流，亦與中學建立夥伴關係，提供專業支援服務。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 語文教育 )– 英文教育 (6066)

本課程為教育學院及文學院合辦之五年全日制雙學位課程。課程內容結合英
國語言及文學，與英文教育專業知識，提供體驗式學習及教育實踐的機會。
此課程已納入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的認可學位課程。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 語文教育 )– 中文教育 (6080)

本課程為教育學院及文學院合辦之五年全日制雙學位課程，以配合香港教師
學位化與專業化政策。課程內容結合中國語言及文學，與中文教育專業知識，
提供體驗式學習及教學實踐的機會；培養學員創新與領導的能力、兩文三語
兼備，以達至學術與專業結合、理論與實踐並重的目的。此課程已納入語文
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的認可學位課程。

註：同學必須能操流利廣東話，並能讀寫繁體字。

教育學士及理學士 (6119)

本課程為教育學院與理學院合辦之五年全日制雙學位課程，專為準備投身教
育工作，並立志成為中學科學課程教師的同學提供適切的培訓。其多元的
科目範疇能開拓學生的視野，加強他們對不同科學科之推理和分析方法的認
識，進而提高教與學的素質。

教育學士及社會科學學士 (6195)

此雙學位等同一個四年制的社會科學榮譽學位加一年教育文憑。學生可在以
下六個社會科學學科中選擇主修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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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學。以上主修科目可讓學生掌握更多
社會科學和通識教育的經驗知識，以及廣闊的就業前景。學生可於五年內完
成兩個學位。

理學士 ( 言語及聽覺科學 ) (6157)

本課程為五年全日制學士課程，旨在讓學生認識及瞭解正常的言語溝通及造
成溝通障礙等理論及實證知識，以及其與相關學科如醫學、心理學、英文和
廣東話語言學及聽覺科學的關係。

註：同學必須能操流利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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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 1912 年成立，為香港大學創校學院之一，是香港以至東南亞歷史最悠久的工學院。學院下設五
大學系，針對不同的工程、科技、計算機科學等範疇提供學士、碩士及研究課程。截至 2015 年，學院培
育了至少 17,810 的學士畢業生及 13,450 碩士畢業生及研究生。當中不少為傑出的國際知名工程師，在
工商界、教育界及政府擔任高級職務。

工程學院
engg.hku.hk

港大工程學院是全港最具規模及最全面的工程學院，五大學系包括：土木工
程系、計算機科學系、電機電子工程系、工業及製造系統工程系及機械工程
系，提供高質素的工程學科課程。

現時大部份工程學院的學士學位課程（6963）皆獲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
認可，而其工程師的專業資格也廣為國際認可，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加拿
大、日本、韓國、新西蘭、新加坡和東南亞等，大大增加了工程學院畢業生
在全球的就業機會。

學院旨在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教育，讓畢業生不僅獲得尖端技術的知識，而
且擁有積極思考習慣和橫向思維能力、靈活變通的處事方式、優秀的溝通和
社交技巧、專業誠信，國際視野和其他優秀的個人屬性。

工學學士 (6963)

工程學院自 2008/09 學年起推行「統一收生制」。申請者只需使用課程編碼
6963，便可申請以下任何一個主修課程。在「統一收生制」下，一年級學生
一同修讀首年工學課程，當中有一系列的工學科目供選擇，為學生提供了一
個基礎廣泛而又靈活的工學課程，擴闊視野的同時，亦能鞏固技術基礎。同
時，學院提供學術諮詢，協助一年級學生選科及訂定學習計劃。學生可選擇
副修其他工學課程或者由其他學院提供的副修課程。

•土木工程

自 1912 年香港大學創立時期，土木工程已是工程學院內的一個主要學科。
港大之土木工程學士課程也一直獲國際土木工程專業學會承認。課程內容
包括結構工程學、岩土工程學、環保工程學、建築工程及管理學、運輸工
程學等﹔並輔以相當數量之通識教育課程及個別小組型式的專題研究。

•計算機工程

本課程提供全面的電腦硬體、軟件及整體組合的教育。內容包括電腦結構、
微處理器、集成電路、電腦網絡、操作系統、軟件技術及應用方面，如數
據庫、多媒體等。

•計算機科學

本課程提供專業的計算機科學教育。課程的主要科目包括：計算機編程、
計算機系統、計算理論、軟件工程、計算機網絡、操作系統、數據庫及計
算機應用。課程具彈性，除專修的選修科目及其他學系的副修課程之外，
課程設計亦容許同學選讀第二主修課程。

•電機工程

本課程提供全面的電機工程基礎教育包括能量轉換、電子、通訊、訊號處
理、資訊技術、電腦軟體工程等等。在最後一年的課程，同學會有機會按
其興趣研究與電機能量相關的領域，如電機能量供給、電氣傳動、電力電
子和樓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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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均有逾百間享譽國際的機構及企業為本學院的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
包括：

•美國彭博資訊公司
•國泰航空公司
•周生生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歐萊雅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普華永道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優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偉易達集團
•屈臣氏集團
•香港榮華餅家有限公司
•仁孚行有限公司

就業前景

•電子工程

本課程提供下列一個或多個領域之完備基礎知識和實習工程教育，如電子
和微電子、通訊技術、通訊網絡和系統、數位訊號處理和控制、訊息技術
和應用、光纖通訊、光學成像、高流量高解像度顯影、高效能發光等。

•工業工程和物流管理

本課程強調如何運用科技及管理工具，統合整個產品生命週期與服務設計
及研發、採購和營運等各個環節、以及從原材料到顧客滿意度等作出物流
調度安排。使學生對工業、物流業及服務業均有廣泛認識，擁有相關的解
難能力，並能在環球商貿環境中，宏觀地解決問題。

因此，本課程涵蓋工業工程、工程與管理、物流及供應鏈管理和人際技巧
等，旨在培養具有多方面知識和技能的專業人才。畢業同學不但可為公司
組織作貢獻， 更俱備成為獨當一面的企業家能力，從事各項商業增值活
動，高瞻遠矚，勇於面對各項機遇和挑戰，引領社會、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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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

長期以來 , 機械工程師就是飛機、船舶、汽車、機床、熱力發動機等複雜
的機器和結構的發明創造者。機械工程是許多其它工程領域所依賴的基石，
因此機械工程師所承擔的任務往往是跨領域的。課程內容涵蓋能源與環境
工程、材料及納米科技、自動控制和儀器裝置、振動與聲學、產品設計及
製造技術、工程管理、工程經濟、流體力學、固體力學、熱力學與傳熱學、
航空工程、建築環境工程、屋宇設備工程、生物機械工程、工程與計算數
學等。在頭兩年學習中，本課程的重點是基礎工程學科、語言能力及核心
課程的培訓。在後兩年課程，學生可以選擇專注於個別領域或是深入研究
之前的基礎工程學科。每位學生也會在最後一年課程中參與總結性的項目
研究。
多年來，我們的許多畢業生已經在各個企事業單位擔當著高級的技術和管
理職務。此外，還有一些畢業生會考慮在本地或海外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

• 醫學工程

為適應醫學 / 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及科研方面發展的需求，工程學院與李嘉
誠醫學院合辦此課程。醫學工程專業同學將學習到有關生物醫學影像學、
生物信號處理、生物醫學訊息、生物力學、生物材料、組織工程等領域的
原理和應用，理解不同類型的先進醫學工程系統之設計和運作，掌握工程
技術在生物醫學領域的應用。

工程及工商管雙學位課程

學生可申讀工學學士／工商管理學士的雙學士課程。獲批核者，需於修讀工
學學士期間同時選讀商科科目，以滿足額外的課程要求。在完成工學學士學
位後，他們可以繼續修讀一年商科課程，以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工學學士 ( 工學科學 ) (6951)

工程學院 2012 年推出四年制工學學士（工學科學）課程。課程由工學院各
學系與理學院、醫學院合辦，旨在培養兼備專業工程及跨學科知識的學生，
為未來投身工程或其他行業作好準備。同學可在以下五個專修範圍選擇其一
作主修科目：環境工程、能源工程、材料工程、生物醫學工程及電算與數據
分析學。同學除了可選修五個專科之一作為主修外，亦可同時選擇其他專科
作為第二主修，或選擇計算機科學、或校內其他學院提供的第二主修或副修
專科。因此，在修習專業工程學科的專科知識之餘，使同學的視野更為廣闊，
提升跨學科分析能力，成為具備堅實科技知識及跨界別知識的畢業生。

課程為學生提供基礎而廣泛的培訓，讓他們在現今要求畢業生具備多元層面
知識和技能的社會上，具有競爭優勢，並為他們投身工程、商業、教育和政
府部門等界別做好準備，接受職場挑戰。此課程的畢業生也可以選擇繼續深
造，修讀不同學科的研究生學位。



張昊全
2016 年　工學學士畢業（電氣工程專業一級榮譽）
現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修讀電子工程及計算機科學博士課程
2014-15 年　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香檳分校 (UIUC) 交換
2015 年　香港大學本科生研究計劃 (URFP)
來自遼寧省東北育才中學

在港大我經歷了很多，也改變了很多。印像最深的，還是我大
三的時候去美國交換的那一年。課業上，美國大學名不虛傳的
負擔重，每門課每周一份作業，剛開學三四周就期中考試，期
末復習時間給的也很短，讓人很懷念港大相對輕鬆自由的學習
節奏。我非常慶幸能有這次出去看看的機會。

在港大的本科生研究計劃下，我找到了一位港大無線充電方面
的大牛教授，並在他的實驗室裡做了一個夏天的研究。我學會
了從一開始的模擬到實物產出的各個步驟。從此，我對無線充
電也產生了興趣，大四一年的畢業設計也是跟著這位教授一起
做的，而我去讀博也是想做這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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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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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的舍堂，則是另一個給我
許多感動和溫暖的地方。在這裡，我深深體會到，只要自己真
誠相待，必將得到友好的回應。

去普林斯頓交換學習使我有機會去接受更多挑戰，並親身體會到
美國工程教育的領先優勢。相對而言，普林斯頓的工程教學更加
強調協同合作和實踐操作，相應的課業壓力也更大。深刻感受到
自身的種種不足，進而在挫折中獲得成長。不僅僅是交換，港大
還提供了各種其他的機會，讓我能夠嘗試自己想要體驗的事情，
如參與同內地交流的機器人項目、暑期支教以及平時的志願活
動。總而言之，在港大，只要勇於踏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舒
適圈），敢想敢做，就能夠有許多驚喜和收獲！

33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 2017 工程學院



34 香港大學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 2017 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
hku.hk/law

香港大學法律學系於 1969 年正式成立，1984 年升格為法律學院。現時，法律學院共有 80 名教師
及 2,200 多名學生。學院教師亦來自多個司法區域，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
澳洲、新西蘭以至印度、台灣及中國內地。

多年以來，法律學院不斷發展，成為本地法律專才的主要培育基地。我們的
畢業生已有不少成為著名法官、執業律師以及重要的法律學者。部份法學士
畢業生亦在政治、新聞及商界等其他領域有卓越表現。不少優秀的畢業生亦
回饋港大，從事教育工作，為培育新一代香港律師而努力。

法學學士 (6406)

法學學士學位是修讀法律專業的第一個學位，為學生提供基礎的法學訓練，
同時具有通識教育的成份。學生除了學習法律專業人員所必需具備的知識以
外，還得到思考上的鍛鍊和認識社會的運作。同時學生亦獲得更多機會專注
於特定的法學範疇，如中國法、商法或公共法等。學生更可選擇一門法學以
外的學科作為副修學位。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

取得法學學士學位者有資格申請入讀這個課程。課程設計側重於在香港從事
律師（事務律師，Solicitor）或訴訟律師（大律師，Barrister）工作所必需的
法律和程式知識、以及培訓必要的專業技巧。學習方式包括小組研習和法律
文書的草擬，以及法庭辯論的訓練。學生在通過考試後，可選擇在律師事務
所實習兩年，或隨訴訟律師實習一年，以取得相應的執業律師資格。

律師

服務範圍較廣，包括處理物業交易、遺產繼承、各種商業上的法律檔的訂定，
以及為個人、公司和企業提供法律顧問服務等。大部份工作均在律師事務所
內進行。律師可以代表委託人於區域法院或以下的任何法庭應訊。

訴訟律師

訴訟律師則專責訴訟工作，可在任何法庭代表當事人進行訴訟，也可就專門
性法律問題提供書面意見。

除了成為律師外，亦有很多學生在法科畢業後選擇在商界、政界、傳播界、
教育界等領域工作，成就斐然。

學生修畢四年的法學學士及一年的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後，即可擔任見習律
師或訴訟律師。在律師事務所實習兩年，或隨訴訟律師實習一年後，便可
正式成為執業律師或訴訟律師。此兩種律師的工作性質和範圍皆有不同。

就業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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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醫學院
med.hku.hk

醫學院是香港高等學府中歷史最悠久的學院。於 1887 年由倫敦傳道會創立，原稱「香港華人西醫
書院」。1911 年，香港大學正式成立後併入香港大學，成為大學的首個學院。過去 129 年來，醫學
院一直領導醫療教育與專業培訓的發展。醫學院轄下有 14 個學系，另設生物醫學學院、中醫藥學院、
護理學院、公共衞生學院，以及多個專責不同研究領域的中心。

14 個學系包括麻醉學系、臨床腫瘤學系、放射診斷學系、家庭醫學及基層醫
療學系、內科學系、微生物學系、婦產科學系、眼科學系、矯型及創傷外科
學系、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病理學系、藥理及藥劑學系、精神醫學系和外
科學系。

內外全科醫學士 (6456)
課程旨在培育優秀的醫生，為社會提供高質素、具人道精神和合乎道德的醫
療服務，致力培養學生追求終身學習，並為將來的專科訓練作好準備。醫科
學生可以在修讀本科課程期間參與「醫學學人計劃」，兼修醫學研究碩士課
程或哲學博士課程；或「多元專才計劃」，兼修公共衞生碩士課程。

整個課程合共十二個學期（六年），圍繞著四個主題發展：
• 健康與患病情況下的身體機能運作
• 專業技巧：診斷、解難、溝通及臨床管理
• 人口健康、醫療服務、經濟與政策
• 醫療道德及專業態度

學生完成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並在公立醫院完成一年實習後，即具資格成
為香港註冊西醫，投身公立醫院或私人執業，也可在大學參與臨床教學及研
究，或從事醫療保健管理。另外，畢業生可選擇接受專科訓練，成為專科醫
生。有少數畢業生選擇從事非醫療相關的工作。

護理學學士 (6468)
課程為五年制的榮譽課程，提供全面綜合的護理教育，培育專才。本科課程
涵蓋了不同範疇的學科，包括護理核心課程、專科護理學、理論基礎及實踐、
臨床實習、社區健康促進、護理學研究、生命科學和行為科學等，並提供跨
學系學習機會。護理學學士課程畢業生可於臨床護理、護理學研究、教育或
管理各方面發展事業。學生通過所有課程考核後，可向香港護士管理局申請
成為註冊護士。

中醫全科學士 (6482)
課程旨在培養具備深厚中醫理論和基本生物醫學科學知識，掌握實際臨床技能
和具有終身學習能力的新一代中醫專業人才。中醫學生首五年於大學學習全面

及系統性的中醫課程、現代生物醫學課程和通識教育課程。第六年學生將到內
地著名中醫藥大學的附屬教學醫院進行為期 40 週臨床實習。學院致力提供早
臨床、多臨床的學習，並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學生須在教師的監督下進行
中醫臨床見習及完成相關的病案報告，並在四年級時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進行
為期 4 週的階段實習訓練。學院更安排中藥野外考察和中藥房見習，讓學生在
內地野外環境學習中藥材概況，並在中藥房中實踐。

藥劑學學士 (6494)
課程旨在鞏固學生對藥劑學之基礎認識，並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
能力。學生完成全日制藥劑學學士學位及一年實習訓練後，即具資格成為香
港註冊藥劑師，在醫院、社區藥房和藥廠執業。另畢業生可透過臨床藥劑學
碩士課程繼續進修，或其他研究課程增強藥劑學理論。

生物醫學學士 (6949)
生物醫學科學包含廣泛的生命科學及相關的學科，例如分子與細胞生物學、
遺傳學和基因組科學、生物資訊學、解剖學、生理學、藥理學、生物與藥物
學、免疫學、微生物學、公共與環境衞生等，注重人類與健康和疾病的關係，
及將基礎科學理論應用至健康服務和醫療保健行業等方面的臨床實踐。

學院與愛丁堡大學於 2013 年合作推出獸醫學士學位課程銜接計劃，同學有
機會前往愛丁堡大學以選修形式修讀其獸醫課程部分學科，最快可於七年內
完成港大生物醫學學士及愛丁堡大學獸醫學士兩個課程。

理學士（運動及健康）(6183)
本課程從科學的視角切入，幫助同學了解人體構造，加深對運動狀態下和日
常生活中人體生理機能的理解，讓同學明白運動對健康的良性影響，學會從
營養學的角度入手輔助運動，對於運動中的動作技術作出專業的分析，以及
可為特殊需求人群，諸如專業運動員、普通成年人、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提
供量身定制的運動處方，指導其運動。

運動科學、健康與體適能產業近年來蓬勃發展，對專業人才需求殷切。運動
及健康理學士課程全面，涵蓋運動、體育及健康科學，配合市場需要，為畢
業生進修深造或從事相關工作奠定穩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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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scifac.hku.hk

理學院成立於 1939 年，院內共設有六個學系，分別為生物科學學院、化學系、地球科學系、數學系、
物理學系以及統計及精算學系。理學院致力提供全面的理科教育，務求年輕一代能兼備創造力與分
析力，以應付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和社會需求。

近 150 名受僱於理學院的全職教員均持有博士學位，他們的群策群力，使學
院的科研成就得以享譽全球。教員中有不少為科研獎項得主，包括中國科學
院院士、國家自然科學獎得主、裘槎基金會優秀科研者獎及其他國際性獎項
等。

學院實驗室所配備的先進科學儀器、精密電腦系統、博物館以及大學圖書館
的豐富館藏，均為學生提供強大的學習支援。離校設施包括嘉道理農業研究
所和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讓學生可走出課室透過親身體驗去學習。作為科
研先驅及由研究主導的學院，學院鼓勵本科學生盡早參與科研工作。每年學
生完成指導研究或專題研習等課程後，均可參與由學院主辦的年度科研座談
會，分享其研究結果和體驗，藉此加強其表達能力及信心。

學院著重加強學生的多元學習和課外學習體驗。學院的兩個旗艦研究計劃「暑
期本科生研究計劃」和「海外本科生研究計劃」，鼓勵學生於暑假期間在校
或在海外院校參與實驗室研究實習。過往曾有不少學生憑藉本科生時的科研
經驗申請到世界一流學府研究深造，如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麻省
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等，更有學生因此能於頂級學術期刊發表
論文。

理學士 ( 精算學 ) (6729)

本課程是香港唯一的純精算學學士課程，為有志投身精算專業的同學提供完
善和嚴謹的訓練，協助同學為考取精算師專業考試做好準備。本課程旨在為
同學打好一個穩固的基礎，令他們在應對精算或有關的工作上更能運籌帷幄。
同學亦會學習如何使用最適合的量化方法，評估和計算不同種類的風險，專
業地和準確地制訂出最有效的商業策略。本課程也加入了跨學院的科目，為
同學們提供一個基本但全面的教程。

教育學士及理學士 (6119)

本課程為教育學院與理學院合辦之五年全日制雙學位課程，專為準備投身教
育工作，並立志成為中學科學課程教師的同學提供適切的培訓。其多元的科
目範疇能開拓學生的視野，加強他們對不同科學科之推理和分析方法的認識，
進而提高教與學的素質。

理學士 (6901)

理學士課程設計全面，除多元化的學科選擇、語言和大學核心課程外，還設
有加強邏輯思考及分析能力的科學基礎課程，以鞏固他們於不同範疇的科學
知識，好讓他們對學習科學有宏觀性的理解。除修讀學科外，同學亦須參加
「學科體驗實習」，體驗實習形式包括專題研究、實習計劃或專業課程訓練
等。此外，學院亦鼓勵同學參加海外交流計劃和社會服務實習等另類學習活
動，以擴闊個人視野。

理學院自 2007 年起實施「統一收生制」，同學若對 16 門主修科中其中一門
感興趣，也只需報讀「6901 理學士學位課程」一個課程。「統一收生制」的
特點如下﹕
•選科彈性而靈活，同學可於第二學年完結後才決定主修科
•每個主修科均沒有學額限制，同學可以自由選讀任何一個主修科目
•同學可隨時更改主修科目
•可額外修讀多一門理科或非理科作為第二主修科目或副修科目
•設立課程指導制度，教授將按同學的興趣、能力和抱負，為選科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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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門主修科目課程特色

天文學 
課程涉獵內容廣泛，由宇宙演化以至太陽系的起源均包含其
中，為同學提供理論與實踐兼備的全面學習課程。

生物化學 
課程增添了多個重要和刺激思維的科目，輔以創新的教學方法
和學習模式，讓同學緊貼生物化學一日千里的發展。

生物科學
課程內容全面充實，為同學提供最前沿的生物學知識和優質思
考訓練，而且理論和實踐並重，讓同學在不同生物學範疇都取
得實際經驗。

化學
化學原理和理論可以應用在生活中不同範疇。課程設計靈活，
同學在接受優質教學的同時，可在不同化學領域進行研究。

地球系統
科學

課程涵蓋一系列與地球系統有關的概念，包括岩石圈、水文圈、
大氣圈和各個地球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地球資源和氣候變化
等範疇。學生除了學習理論和應用，還必須參與野外考察。畢
業生多從事和地球科學及資源管理等有關工作。

生態學及生
物多樣性學

環境保護為現代社會關注的問題，課程著重研究人類對生態環
境造成的影響及緩和影響的辦法。學生畢業後可從事相關工作

環境科學
此為跨學科課程，涵蓋物理、化學、生物科學、地球科學、數
學及統計學等領域，裝備學生應對現代社會對環境議題與日俱
增的關注。

食物及
營養學

食物營養學是一門充滿挑戰性的跨學科科目。對食物系統和食
品製造感興趣的學生可以主修食品科學；對營養和人體的關係
有興趣的學生則可主修營養學。透過仔細選擇科目，同學可獲
得適切的訓練，迎合食品科學或營養學行業的要求。

地質學

這是本地唯一有關地球科學的大學課程，獲得英國倫敦地質學
會認證。畢業生可考獲倫敦地質學會所頒的註冊地質師國際認
可的專業資格。課程設計全面，除涵蓋地質結構和地球歷史等
理論外，亦會透過野外考察及實習等加深同學對地質學的瞭
解。畢業生多從事工程地質、資源勘探和地質調查等工作。

數學
課程重視訓練同學的邏輯思維和分析能力，以客觀思考解決難
題。學生可依照其興趣和能力選擇主修其中一個範疇。

數學
物理學 

這是本地唯一結合數學與物理兩大範疇，注重物理學的實驗研
究及理論基礎，訓練學生邏輯思考及分析能力。修畢此課程的
同學可繼續深造物理學研究課程。

分子生物及
生物科技學 

課程著重將最新分子生物學科技應用到多個生物科技學範疇
上，如醫學和工業等。課程亦強調探索和批判思考的訓練。修
畢此課程的同學可繼續修讀分子生物學及生物科技研究課程。

物理學 
課程透過系統化地學習物理學基礎原理和這門科學的廣泛應
用，訓練學生的分析力和解難能力，為他們日後投身不同行業
作好準備。

王鐘民
2016 年　理學士畢業（一級榮譽）
現於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修讀博士課程
2015 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交換
來自遼寧省大連第二十四中學

理學院開設的各種科研項目和課程為我提供了
在本科階段盡早接觸科研一線的機會。通過在
實驗室中學習，我不僅收獲了實驗技能和思維
訓練，還對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能力積累了信
心，為日後攻讀博士課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此外，香港大學亦是一個廣闊的國際交流平
台。我曾通過港大全球交換項目赴加州大學伯
克利分校交換，其間得以和科學巨匠學習、交
流，了解最前沿的研究熱點，這些都使我更加
堅定了畢業後前往美國深造的目標，而我在交
換經歷中獲得的知識與見聞亦使我在達成這一
目標的路上更進一步。

 16 門主修科目課程特色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適用於財務及商業機構，課程內容著重資料分析，研
習金融及投資風險等方面的應用問題。隨著商業管理的不斷現
代化，學生畢業後多從事金融機構、銀行、財務顧問公司等相
關行業。

統計學

課程內容圍繞著政府、工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對統計學專才與日
俱增的需求而設計，為學生提供全面實在的訓練，使其掌握並
靈活運用各種應用統計方法。同學可以選擇主修統計學，亦可
以選擇主副修其他科目。課程適合有數學根基的同學修讀。

決策分析 **

課程結合計算機技術和統計分析方法，用以分析數據和制定數
據主導的策略，確保分析師在最安全穩妥的情況下，更清晰和
準確地協助制定策略和資源分配。本課程是目前本港在此領域
上最全面的主修課程。

**2015-16 年度新增主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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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院
socsc.hku.hk

社會科學學院成立於 1967 年，長期以來堅持致力地區社會科學知識的創造和整合，同時將其應用
於實際社會問題和解決辦法。目前學院由五大學系（地理系、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心理學系、社
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會學系）和七個研究中心組成。

學院師資優良，擁有許多國際知名的學者。他們都曾接受國外頂尖學府教育
或曾任教於世界著名大學，如劍橋、牛津、哈佛、史丹佛、哥倫比亞等。同
時，學院課程內容廣泛全面，除了教授學生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外，亦注重
培養學生的整理分析能力、溝通技巧，及實際工作中所必須具備的個人素
質，讓學生畢業後亦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經濟環境的急速轉變。此外，學院還
在課程體系中推行「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 與「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 兩大教育理念，為學生提供豐富的海外交流和海外 / 本地機構實
習機會，借此提升學生面對全球挑戰的能力，多元化的發展。

社會科學學士 (6717)

假若你對人類的行為及社會研究感興趣，或希望日後成為公共服務、教育及
商界的領袖人物，社會科學學士就是你的必然選擇。在極具靈活性的課程架
構下，學生修畢一年級課程之後便能自由地選擇主修學科，甚至可選擇雙主
修學科或副修學科而不受名額限制。此課程提供眾多主修和副修選擇，下面
列舉一些由本學院提供的學科：

副修學科

人力資源管理 新聞及傳媒研究

主修學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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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可做副修學科

第二主修學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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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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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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哈佛大學本科訪問學生
2015 年　聯合國、歐盟實習（間隔年）
2014 年　劍橋大學暑期學校
來自上海中學

在港大的經歷充滿了多樣的選擇和自由的氛圍。無論想做什麼，
在港大都能找到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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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界各個角落。此外，比較寬鬆的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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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麼
大，我想去看看」－感謝對我們想法的支持和鼓勵。

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擁有廣泛的就業前景，不論在政府部門、政治領域、公
營機構、社區機構、傳播媒介，還是私人企業中均能發揮所長。選擇繼續
升學的畢業生亦廣被國際著名大學所認同，部分更獲提供獎學金。此外，
社會工作學學士完成課程後，即可申請成為註冊社會工作者，獲得專業資
格，並於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等擔任社會工作的專業職位。

就業前景

社會科學學士 ( 政治學與法學 ) 及法學士 (6810)

此五年雙學士學位課程由本學院與法律學院共同開辦，旨在教授學生有關政
治學與法學兩個範疇的學術和專業知識。學生在完成第二年後，可自行決定
是否讀畢五年課程以獲取雙學士學位，或只修讀四年課程以獲取單一社會科
學學士（政治學與法學士）學位。

社會工作學士 (6731)

社會是由人所組成。而社會工作專業，則是以助人自助為宗旨。社會工作者
對尊重﹑公平及公義的價值擇善固執，力求發揮其專業知識和技能，服務並
貢獻社會。社會工作學士課程以培養積極助人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及領袖為目
標。本課程將教授學生專門的社工技巧，糅合理論及應用，培養學生的批判
性思維，以解決及預防各種社會問題。 同學會於第三年暑假及第四年到香港
或海外的社福機構、醫院、學校等進行八百小時的實習，為投身社會工作做
準備。

教育學士及社會科學學士 (6195)

此雙學位等同一個四年制的社會科學榮譽學位加一年教育文憑。學生可在以
下六個社會科學學科中選擇主修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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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學。該等主修科可讓學生掌握更多社
會科學及通識教育的經驗和知識。學生可於五年內完成兩個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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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socsc.hku.hk

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位於香港大學歷史悠久的儀禮堂，成立於 1999 年，是亞洲一流的新聞教育機
構，旨在普及傳媒教育並培養具備國際視野的新聞、傳媒及有關行業人才，為國際傳媒業輸送亞洲
的聲音。中心為香港大學教務委員會下設的教育及研究機構，與港大各院系及香港新聞界聯系密切，
並經常舉辦國際研討會、工作坊，為新聞從業人士提供專業培訓。

中心師資力量雄厚，匯聚諸多具國際傳媒經驗的學者及資深傳媒人，其中包
括《金融時報》副總編、《紐約時報》編輯、CNN 駐外分社主任、《南方週
末》執行總編輯、《Hindu》 歐洲特派員及 ABC News 亞洲區主任等。

課程吸引了香港、中國內地以及來自美、英、德、丹麥等世界 20 餘個國家
的學生。畢業生廣泛投身於彭博財經新聞、道瓊斯、新華社、中國中央電視
台、《中國日報》(China Daily)、香港無線電視 (TVB)、香港商業電台、《明
報》以及《星島日報》等國際、中國內地、本港文字及電子傳媒業。

中心地處中西之交的香港，為新聞業和學術界，本地傳媒和國際媒體之間搭
建了一座交流溝通的橋梁。港大更是擁有優秀的研究傳統和豐富的學術資源。
中心借助這些資源，通過各類教育和研究項目，推動香港及亞洲地區新聞教
育與媒體的培訓，並為各界提供一個學術交流的論壇，推動大中華和亞太地
區新聞業的發展。

新聞學學士 (6822)

新聞系的課程具備跨科目及國際化的元素。本課程將涵蓋傳媒的專業技能、
媒體研習、文學及社會科學等領域，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
英國語文及統計學等。 由第二學年起，學生可從社會科學學院、文學院、經
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理學院或工程學院中自由選擇其第二主修。 與此同時，
港大新聞系致力培養學生的多元技能，課程更包含傳統報業媒體、廣播及網
絡媒體的專業訓練。 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亦會為學生安排本地及海外實習，
讓學生有機會於不同的新聞機構一展所長、學以致用。 在全球化的帶動下，
港大新聞系的學生更有機會以海外交流生的身分，到海外的頂尖大學修讀新
聞系，擴闊視野。

新聞學學士課程提供高水準的英語培訓並拓寬學生的視野，為學生將來投身本
地及跨國傳媒機構及有關行業打下基礎。本課程畢業生不但從事與傳媒或媒體
相關工作，更投身教育、行政、商界或政府部門等行業，成為優秀人才。

就業前景

劉予婧
新聞學士 四年級
2015 年 美國耶魯大學交換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

港大的新聞學學士項目為學生提供了相當大的選課自由度。除了作為第一專業的新聞學
外，學生必須選擇一個第二專業，院系不限。在專精的職業教育與自由的通識教育這兩個
極端中取得平衡－讓學生既有機會培養新聞制作的各種職業技能，也能夠探索自己除新聞
學之外的興趣，自由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學科進行學習。通過香港大學的交流項目，我去
了耶魯大學交換學習一個學年。在耶魯的一年是非常充實而富有挑戰的。我因為選擇了全
部為小班討論課的課程（其中一半是與研究生博士生一起上的），一開始感覺學習壓力很
大。但一年過後，我的思考、口頭與寫作表達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關注我們

香港大學教務處入學及學術交流部

(86) 135 6419 6068

www.hku.hk/mainland ( 如有諮詢，請在「聯繫我們」頁面提交查
詢表格）

香港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地下 MG14 室

香港大學官方微信號：hongkongu1911

香港大學官方微博：@ 香港大學官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