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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合作院校

遍及44+
                          國家（地區）

60.6%
        教授來自海外

以英語
             為教學語言
Tips：港大應用英文研究中心提供英語課程和

英語學習支持，幫助學生提高英語學術應用和

日常交流能力。

全球

第1位
國際化大學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國際化大學排名

國際校園

卓越學術

全球第25位 香港第1位
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

10門學科入選全球Top20

32門學科入選全球Top50

世界第   4 位  
世界第   6 位 
世界第 11 位   
世界第 12 位 
世界第 13 位

牙醫

教育

語言學

地理

建築

世界第 15 位
世界第 16 位 
世界第 16 位 
世界第 17 位 
世界第 18 位 

社會政策與行政 

政治及國際研究

運動學

土木工程與結構

法律
*2019年QS全球學科排名

114名港大教授
獲科睿唯安評為世界前1%頂級科學家

16名港大教授
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及中國工程院院士

15名科研人員
入選全球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

5,987+個科研項目
正在進行中，估值超過96.1億港元*
*2017–2018年數據

頂尖科研

作為一所綜合性研究型大學，香港大學

擁有雄厚的科研實力和頂尖的科研團

隊。港大學生在本科期間可參與「本科

生研究獎學計劃」，在不同領域的研究

中學習。有志於理學研究的同學，可於

入學時申請香港大學「理學院本科生科

研培育計劃」，入讀該計劃的同學將獲

得專屬科研導師指導，參與海內外科研

學習項目，並在本科期間赴世界頂級學

府學習和參與科研實習。

學生來自

100+
                          國家（地區）



跨領域人才培養

周靖然
2019年工學學士(計算機科學)畢業
現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修讀碩士
2017年普林斯頓大學交換學生
曾於騰訊、摩根大通、中電集團實習
曾任港大計算機科學系及心理學系研究助理
來自雲南省師大附中

夏子哲
2019年經濟學學士畢業
現於芝加哥大學修讀碩士
主修經濟學、數學
201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交換學生
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助理
來自江西省師大附中

林殷宇
社會科學學士三年級
主修政治、經濟學，輔修法語
2020年巴黎政治大學交換學生
2018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交換學生
曾於畢馬威中國、港大環亞研究所、
港大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實習
來自福建省廈門外國語學校

如果要用八個字概括我在港大四年的就
讀體驗，那麼《明我以德》中的「磨礪眼
光，敞開我心」大概是最恰當的選擇了。
港大靈活的課程設置給予了我許多瞭解不
同學科的機會。我作為一名主修計算機科
學的學生，得以領略法律、建築、金融等
不同學科的精彩，這大大拓寬了我考慮問
題時的眼界。不論是同校內的國際同學交
流，亦或是在異國他鄉闖蕩，這些經歷都
不僅增強了我的交流能力，也使我更深入
地理解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智慧。因
此，我對港大十分感恩。

因為夢想選擇的港大，也因為港大更加
堅持自己的夢想。來到港大是一段未知卻
精彩的旅程：一方面，它為我提供了充足
的資源去探索自己的專業領域，從與研究
所和教授們一起科研學習的寶貴機會，到
跨越國界、無縫銜接的國際課堂；另一方
面，它賦予我足夠的自由去探索專業以外
的廣闊世界，無論是歷史悠久的西方藝
術，還是挑戰極大的商業諮詢，跨專業的
選課和實習機會讓我得以踏出舒適圈自己
定位未來的方向。或許最初略有迷茫，但
這座校園總是會以她的包容和理解帶給我
麵包和馬戲之外的玫瑰與星辰。

在港大的四年最寶貴的收穫可以概括為
一個詞：選擇。港大給我提供了豐富的機
會與自由的平台，讓我從不斷的選擇與試
錯中，探索自我，發現自我，找到最適合
自己的方向。從大一開始，我便有機會學
習感興趣的課程，從經濟學到數學，從歷
史到哲學，豐富的選擇讓我開闊了視野，
也走出了理科生的小圈子。大三我有幸前
往哥倫比亞大學交換，在那裡我瞭解了一
些前沿的經濟學研究，並有幸為教授做研
究助理，也堅定了自己從事經濟學研究的
想法。港大從未代替我做出選擇，而是實
實在在教會了我怎樣選擇。

港大開設的核心通識課程是全體本科生的必修課程，課程覆

蓋科學與科技、人文、全球議題以及中國研究：文化、國家

與社會四大領域，為學生未來的多元化發展提供全面的知識

培養。

港大學制靈活，在選課中給學生提供極大彈性，鼓勵學生在

學習本專業學科的同時，涉獵更多不同學科的知識。港大學

生可根據自身興趣跨專業，甚至跨學院選擇選修課程，輔修

課程和第二主修課程。

為滿足社會發展對複合型專業人才的需求，港大設立五個跨

學科本科學位課程文理學士。入讀文理學士的學生將接受不

同學術領域的優質教學，學習突破傳統學科邊界的專業知

識，培養前瞻性創新思維，成長為社會各界的明日領袖。



環球課堂

作為一所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認可的知名學府，港大每年吸引全球逾百個國家及地區的學生就讀。大學目前與超過365所世界知名大學
締結協議，互派學生到對方學校學習交流。除此之外，港大與眾多海外名校及機構開展訪問學生計劃、海外實習、暑期研究計劃、海
外服務學習等交流項目。2018年，超過10,000人次的港大學生赴海外或內地學習。

海內外合作本科學位課程

港大致力於培養具備全球視野及多元文化背景的未來領袖，近年來與多所世界頂尖高校合作推出多個合作本科課程，領域橫跨人
文、社科、商科、法律、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專業。完成合作本科學位課程的同學將獲得兩所大學頒發的學士╱碩士學位。

領域
工程學及計算機科學

人文、社會科學

人文、社會科學、工商管理

法律

法律、經濟、金融

合作課程
香港大學 - 劍橋大學本科收生計劃 

香港大學 -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雙學位課程

香港大學 - 巴黎政治大學雙學位課程

香港大學 - 倫敦大學學院雙學位課程

香港大學 - 北京大學雙學位課程

中國內地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等
日本 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名古屋大學等
韓國 國立首爾大學、延世大學、梨花女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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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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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鐵盧大學等
英國 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愛丁堡大學、倫敦帝國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
法國 巴黎政治大學、巴黎第九大學、里昂第三大學、法國北方高等商學院等
德國 慕尼黑大學、慕尼黑應用技術大學、弗萊堡大學、海德堡大學等
瑞士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蘇黎世大學、日內瓦大學、洛桑大學等
澳大利亞 悉尼大學、墨爾本大學、昆士蘭大學、莫納什大學、新南威爾士大學等
新西蘭 奧克蘭大學、奧塔哥大學、坎特伯雷大學等

王楚聞
2019 年理學士（數學）畢業
現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博士
2018 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交換學生
2016 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暑期學生
曾參與本科生研究獎學計劃及
理學院暑期科研計劃
來自河南省鄭州外國語學校

楊辰昱
工商管理學學士四年級
主修會計、金融
2019年南加州大學馬歇爾商學院交換學生
曾於普華永道(香港)、
西南證券(上海)實習
來自江蘇省蘇州中學

港大四年於我就像是自由的港灣。自由的選課機制讓我能夠
按照自己的需求規劃大學四年的課程。科研方面，數學系優質
的師生比讓每一個致力研究的同學都能有和世界頂級教授學習
的機會。眾多跟教授一對一的研究項目以及小型討論班使我接
觸到了數學家的思考方式，感受他們對數學的理解和品味，令
我受益良多。在哥大交換期間與頂尖的博士生一起上課，進一
步拓寬了我的數學視野，堅定了走科研道路的信心和決心，也
最終選擇在哥大延續我的數學之夢。

港大充滿了機遇和挑戰。無論是港大獨特的舍堂概念還是學生
社團的上莊傳統，我真正參與其中並感受到嘗試融入香港文化的
新奇和樂趣。與此同時，在南加州大學馬歇爾商學院的交換經歷
讓我結識了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也使我對未來的發展方向
更加清晰。而這三年來寒暑假的實習經歷幫助我瞭解金融方向不
同領域的工作常態，為我之後對職場的選擇引領了方向。港大提
供了一個如此豐富而廣闊的平台，讓我瞭解世界的廣大與多元。

部分交流學校名單



進修機構包括

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
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
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布朗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卡內基梅隆大學、加州理工學
院、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杜克
大學、康奈爾大學、喬治城法學
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東京大
學、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香港大
學等。

就業企業包括

高盛集團、摩根大通、瑞士信貸集
團、匯豐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
公司、國家開發銀行（香港）、騰
訊、阿里巴巴、華為、百度、中國
平安、溫莎資本、海通國際證券集
團有限公司、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
所、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安永會
計師事務所、德勤會計師事務所、
王維仁建築工作研究室、凱達建築
設計事務所等。

劉逸沖
2019年法學士畢業，現於牛津大學修讀碩士
2017－18年劍橋大學訪問學生
曾於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
德輔大律師事務所、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和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實習
來自上海市復旦附中

裴怡寧
2019年理學士畢業，現任職於瑞銀集團
主修統計學，輔修經濟、金融
2018年多倫多大學交換學生
2016年帝國理工大學醫學院暑期
曾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大學分會(教育)副會長
及圍爐開講外務副主席
曾於安信證券、Invest Bots Limited、
瑞銀集團等實習
來自北京二中

梁文馨
理學士四年級
主修風險管理、金融
2019年新加坡國立大學交換學生
2017年斯坦福大學暑期學生
曾於瑞銀集團、普華永道風險諮詢、
花旗私人銀行實習
來自天津市耀華中學

2018年香港大學本科生畢業去向

海外進修
在港就業
在港進修
內地就業

44%
35%

9%12%

畢業生去向
港大畢業生為各大企業機構及頂尖高校的首選。

畢業生的就業率及薪酬水平均位列全港高校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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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畢業生
就業率連續13年接近

100% 畢業生平均工資超過

HKD26,000

畢業生就業能力

排全球第9位*
*2020年QS全球畢業生

就業能力排名

港大的法律學生有豐富機會接觸法律實
踐。在港大的純英語學習經歷讓我更好地
適應英國的學習生活，在劍橋大學交換時
大大小小的學術講座以及日常和教授的深
入交流讓我對於法律學科的認知有了進一
步的提升。在眾多法律機構的實習機會亦
讓我深刻體會到學術與實務的相通之處，
親身參與爭議解決的過程更讓我將課堂中
學到的法律知識及法律原則應用於實際的
商業爭議。

港大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為我們提供了
未知的機會和時刻保持警醒、追求進取的
動力。你可以一入校就參與各類導師項目，
接觸到各個領域的先行者，得到多方位的
培訓；你可以利用學校的職業發展平台探
索實習機會，嘗試不同的工作；你也可能
在本科就獲得進入一流實驗室的機會 ......
這 裡 可 以 是 你 走 向 社 會 的 跳 板，
也可以是學術的象牙塔和理想主義者的港
灣。來到港大，或許是職業規劃，或許是
學術發現，又或許是某段學生社團的經歷，
你也可以成為你夢想中那個閃光的人 – 
“You can be someone clicks”。

港大並不是座象牙塔，它提供了足夠廣
闊的平台讓學生去瞭解自己、瞭解社會並
不斷嘗試找到無數角色中最適合自己的那
一個。所幸我有機會獲得在花旗、普華永
道和瑞銀不同部門的實習機會。我在實習
中瞭解到各部門的職能與挑戰、理解學術
與現實的差距、培養商業習慣，通過協助
完成研究性項目和輔助日常工作更讓我實
現一點點工作價值。種種經歷絕非一帆風
順，但隨之而來的技能和心智方面的快速
成長更難能可貴。



2020年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

招生名額 

「2020年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預計招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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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內地高考的學生均可申請報讀香港大學。港
大的內地招生計劃不同於內地高校統一招生機制，有其獨立
的申請程序。在錄取過程中，港大會優先考慮以下因素：
‧ 申請人的高考總成績及英文單科成績
‧ 申請人在面試中的綜合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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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報讀本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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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方式 

‧ 登入網上申請系統：www.hku.hk/mainland，並依照網頁指
示填寫網上申請表格。

‧ 依照網頁指示在網上繳付申請費。

申請費用及截止日期 

‧ 申請費為港幣450元整。
‧ 申請截止日期為2020年6月15日。
‧ 申請人必須完成網上申請表格的遞交，並繳付申請費，才
視作申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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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中旬公佈，請密切留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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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初在網上申請系統中公佈。

學費及生活費 

‧ 學費為每年港幣十七萬一千元整*
‧ 住宿費約為每年港幣一萬四千元至三萬四千元，生活費約
為每年港幣四萬元。

* 尚待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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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獎學金最高額
度涵蓋學生在港大就讀期間全部學費及生活費。

‧ 入學獎學金無需單獨申請，所有獲港大錄取的學生將自動
被納入入學獎學金的考慮之列。

聯繫方式 

香港大學教務處入學及學術交流部 

        prcua@hku.hk

        www.hku.hk/mainland（以高考成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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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u1911 

多元卓越入學計劃 

申請人完成「2020年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的申請後，可以申
請「多元卓越入學計劃」。通過「多元卓越入學計劃」，香港
大學將對「2020年內地本科生入學計劃」的申請人進行提前篩
選、面試及發放入學優惠。

在「多元卓越入學計劃」中，申請人不僅可以申請香港大學十
個學院的所有本科課程，還可以申請理學院的「本科生科研培
育計劃」，以及工程學院的「香港大學 – 劍橋大學本科收生計
劃」。

報名方法及截止日期

‧ 在www.hku.hk/mainland上完成2020年香港大學「內地本科
生入學計劃」的申請，獲取申請編號，並在申請系統中註明
參加「多元卓越入學計劃」。

‧ 下載並填寫「多元卓越入學計劃個人信息申報表」，經學校
核實後蓋章。

‧ 填寫「多元卓越入學計劃」的網上申請，並在指定鏈接中上
傳上述的「多元卓越入學計劃個人信息申報表」。

‧ 「多元卓越入學計劃」的申請截止日期為2019年12月18日。

香港大學將根據申請人的申請材料進行初審，並邀請合格者參
與提前面試。面試將於2020年1月於全國多地展開。香港大學
將會在2020年高考前向表現優異的申請人發放入學優惠。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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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www.hku.hk/mainland

課程一覽 

** 文理學士課程由十個學院參與設計，為一系列跨學科學位課程。

* 此課程為雙學位課程。成功完成五年課程學習的同學將獲得兩個學位。

# 此課程由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與工程學院合辦。學生在四年學習之後可獲得工商管理學學士(資訊

系統)學位,亦可選擇繼續攻讀第五年的課程，完成後可獲得工商管理學學士(資訊系統)及工學學士

(計算機科學)雙學位。

建築學文學士 

理學士(測量學)

園境學文學士

文學士(建築文物保護)

文學士(城市研究)

文理學士(設計+)

BA(AS)

BSC(SURV)

BA(LS)

BA(Conservation)

BA(US)

BASc(Design+)

6004

6016

6028

6030

6042

6236

建築學院

文學院
6054 文學士(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國語言和文學 | 

翻譯學 | 英文研究 | 語言與傳播 | 比較文

學 | 中國研究(文學) | 藝術學 | 語言學 | 

歷史 | 性別研究 | 音樂 | 哲學 | 美國研究 | 

歐洲研究 | 法語 | 德語 | 環球創意產業 | 

香港研究 | 義大利語 | 日本研究 | 韓國研

究 | 西班牙語)

6080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 

中文教育(五年制)*

6066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 

英文教育(五年制)*

6078 文學士及法學士(五年制)*

6212 文理學士

BA

BA&BED(LangEd)-Chin

BA&BED(LangEd)-Eng

BA&LLB

BASc

6107 牙醫學士(六年制) BDS

牙醫學院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
6767 經濟學學士╱經濟金融學學士

6781 工商管理學學士╱工商管理學學士(會計及

財務)(會計 | 創業，設計及創新 | 人力資源

管理 | 資訊系統 | 市場 | 財富管理)

6793 工商管理學學士(資訊系統)#

6808 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及法學士

(五年制)*

6884 理學士(計量金融)

6896 工商管理學學士(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6860 金融學學士(資產管理及私人銀行)

BEcon/BEcon&Fin

BBA/BBA(Acc&Fin)

BBA(IS)

BBA(Law)&LLB

BSC(QFin)

BBA(IBGM)

BFin(AMPB)

文理學士**
6212 文理學士

6224 文理學士(應用人工智能)

6236 文理學士(設計+)

6248 文理學士(金融科技)

6250 文理學士(環球衛生及發展)

BASc

BASc(AppliedAI)

BASc(Design+)

BASc(FinTech)

BASc(GHD)



法學士

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學與法學)及法學士

(五年制)*

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及法學士 

(五年制)*

文學士及法學士(五年制)*

6406

6810

6808

6078

LLB

BSS(GL)&LLB

BBA(Law)&LLB

BA&LLB

法律學院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英文教育

(五年制)*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中文教育 

(五年制)*

教育學士及理學士(五年制)*

理學士(言語及聽覺科學)(五年制)

教育學士及社會科學學士(五年制)*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五年制)

6066

6080

6119

6157

6195

6092 

BA&BED 

(LangEd)-Eng

BA&BED 

(LangEd)-Chin

BED&BSC

BSC(SPEECH)

BED&BSS

BED(ECE&SE)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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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5 工學學士(生物醫學工程)

6951 工學學士(工學科學)

6248 文理學士(金融科技)

BENG

BENG(BME)

BENG(EngSc)

BASc(FinTech)

理學士(生物化學 | 生物科學 | 化學 | 決策

分析 | 地球系統科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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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子生物學及生物科技學 | 物理學 | 

風險管理學 | 統計學)

精算學理學士

教育學士及理學士(五年制)*

文理學士

文理學士(應用人工智能)

6901

6729

6119

6212

6224

BSC

BSC(AC)

BED&BSC

BASc

BASc(AppliedAI)

理學院

內外全科醫學士(六年制)

護理學學士(五年制)

中醫全科學士(六年制)

藥劑學學士

生物醫學學士

文理學士(環球衛生及發展)

6456

6468

6482

6494

6949

6250

MBBS

BNURS

BChinMed

BPharm

BBiomedSc

BASc(GHD)

李嘉誠醫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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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傳

媒與文化研究學 | 城市管治學 | 神經科學)

社會工作學士

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學與法學)及法學士

(五年制)*

新聞學學士

教育學士及社會科學學士(五年制)*

文理學士 

6717

6731

6810

6822

6195

6212

BSS

BSW

BSS(GL)&LLB

BJ

BED&BSS

BA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