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华推荐专案◎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学创校于 1910 年，其前身是香港西医书院，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今日的港
大是全球知名的研究型综合大学。港大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采用解难为本的授课方式，培
养学生学会学习和跳出传统的思考模式。港大对教学及研究同样重视，矢志成为全球知识的重镇，
贯彻校训“明德格物”的精神。
校园本部坐落在香港岛西部的薄扶林道以东、般咸道以南、罗便臣道以西、龙虎山以北，占
地约 16 公顷。医学院现时位于香港玛丽医院对面的沙宣道罗富国教育学院原址。牙医学院及教育
学院言语及听觉科学学部位于西营盘的菲腊牙科医院内。另有位于新界的嘉道理农业研究所及香
港石澳鹤咀的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2019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 25、2018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學排名 40。

收费标准
学费：HK$146,000／年
住宿：HK$14,000-28,000／年
报名费：HK$4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文学院
教育学院
法律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
医学院
理学院
工程学院
商学院

本科专业
人类学、中国语言及文学、文化管理、文化研究、英文、艺术、历史、日本研
究、语言学、音乐、哲学、宗教研究、神学、翻译
文学士(中国语文研究)及教育学士(中国语文教育)、文学士(英国文研究)及教育
学士(英国语文教育)、教育学士(健康与体育运动科学)、教育学士(通识教育)、
教育学士(数学及数学教育)
法学系、工商管理学士(工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及法律博士双学位课程
社会科学、建筑系、经济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环球经济与金融、政治与行
政学、新闻与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社会学、城市研究、全球研究
生物医学、中医学、护理学、药剂学、公共卫生
理学、地球系统科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数学精研、理论物理精研、计量金
融学及风险管理科学、风险管理科学
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金融科技学、电子工程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
工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环球商业学、国际贸易及中国企业、工商管理学士(工
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及法律博士双学位课程、球球经济与金融、酒店旅游及房
地产、保险金融与精算学、专业会计学、计量金融学、计量金融学及风险管理
科学

奖学金
1. 可申请“香港大学新生奖学金”。

备注
1. 可自行向大学申请入学，登入网上报名系统：
https://nweb.adm.cuhk.edu.hk/adm_online2/public/account/SAC00001.aspx;
2.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有关专业的要求及注意事项请参考大学网页;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薄扶林香港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8592433
传真：00-852-25401405
电邮：admissions@hku.hk
网址：www.hku.hk/c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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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

Lingnan University

岭南大学(岭大)是香港唯一的博雅大学，在本地高等院校中历史最悠久。岭大的历史可追溯至
1888 年其前身格致书院在广州创校开始，其后於 1967 年以岭南书院之名在香港复校。2015 年，
岭大被《福布斯》评为「亚洲十大顶尖博雅学院」之一。

收费标准
学费：HK$120,000／年
住宿：HK$9,240–HK$12,520／年
报名费：HK$150- HK$2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文学院
商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

本科专业
文学、中文、当代英语语言文学课程、文化研究、历史、哲学、翻译、视觉
研究
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会计、财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学、风险及保险管理
社会科学(荣誉)学士：
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中国与亚太研究、社会与公共政策研究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香港岭南大学奖学金”。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www.LN.edu.hk/admissions/da/intl/adm/procedures.php;
2. 统考英文至少 B4;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新界屯门青山公路八号岭南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6168750
传真：00-852-25725178
电邮：UGadm@LN.edu.hk
网址：http://www.ln.edu.hk/admissions/why-li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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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学(城大)专业教育出众，旨在装备学生迎对香港、亚太区以至全球在商业、科学及
工程、能源及环境、法律、创意媒体及社会科学等领域出现的挑战和机遇。通过与各行各业的广
泛联系，城大为学士学位、研究生课程以及副学士学位和持续进修的学生提供各种机会，通过亲
身体验职场的实际工作，向专业人士学习。

收费标准
学费：HK$140,000(USD17,949)／年
住宿：HK$6,100／学期(双人间);HK$12,200／学期(单人间);HK$8,200／学期(三人间)
报名费：HK$2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商学院

本科专业
计算金融学、环球商业、会计、商业经济、金融、资讯管理、环球商
业系统管理、管理学、商业营运管理、商业分析、市场营销
建筑工程、测量学、土木工程、核子及风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机
械工程、系统工程管理学、材料工程学

科学及工程学院
(工程类)
科学及工程学院
(科学类)
科学及工程学院
(资讯科技及工程类)
动物医学及生命科学院

电脑科学、电子计算机及数据工程学、电子及通讯工程学、资讯工程
学
生物科学、生物医学、兽医学(6 年)

法律学院

法律学

创意媒体学院

创意媒体文学、创意媒体理学、新媒体文理学

能源及环境学院

能源科学及工程学、环境科学及工程学

应用物理学、化学、计算数学

奖学金
1. 可申请“香港城市大学奖学金”。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www.cityu.edu.hk/international;
2.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九龙塘达之路香港城市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34429094
传真：00-852-34420266
电邮：asadmit@cityu.edu.hk
网址：www.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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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教育大学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教育大学(简称教大)是一所香港政府资助的高等学府，致力透过提供师训教育，以及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多元学术及研究课程，推动教与学的发展。我们致力培育敏于思考、关
怀社会及放眼世界的教育工作者及社会领袖，使之能够服务社区，推动变革。我们尤着重研
究实力 — 积极促进研究发展，提升知识、学术及创新，务求对社会与人类发展，作出不懈
的贡献。本校矢志成为教育大学先导，为香港以至亚太地区的教育发展奠定基础，作出贡献。

收费标准
学费：HK$98,000-$140,000／年
住宿：HK$4,760-6,540／学期
报名费：HK$3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教育荣誉学士
(五年全日制)#
双 学 位 荣 誉 学士 ( 五
年全日制)#^%
荣誉学士
(四年全日制)

本科专业
中国语文教育、英国语文教育－中学^、中国歷史教育、歷史教育^、幼儿
教育、中学教育－资讯及通讯科技^、中学数学教育^、企业、会计与财务
概论^、地理教育^、小学教育－常识、小学教育－数学、科学教育^
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及英国语文教育荣誉学士、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
学士及音乐教育荣誉学士、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及视觉艺术教育
荣誉学士
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音乐^、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视觉
艺术^、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中文^、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英文^、全
球及环境研究荣誉社会科学学士^、心理学荣誉社会科学学士^、特殊教育
荣誉文学士^、大中华地区研究荣誉社会科学学士*

备注
1. ％课程将提供全面的中学及小学教学训练，成功完成课程的毕业生可于香港任教中学或小学;
＃教师培训课程，学生成功完成教育学士课程后可在香港申请成为注册教师;以英语作为^主要
授课语言的课程/申请人需达良好英语水平;
*认可自资学士学位课程。该校保留最终开办课程的决定权，一切安排以该校招生网页公布为
准;
2. 采取网上报名：www.ied.edu.hk/io/;
3.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4. 2018 年香港教育大学本科申请常见问题 http://www.gohku.com/article/14969.html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十号香港教育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9487654
传真：00-852-29488198
电邮：io@ied.edu.hk
网址：http://www.eduhk.hk/acadp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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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会大学创立于 1956 年，秉承“全人教育”办学理念，是一所获香港特区政府全面资助的
公立大学，获政府授权颁发博士、硕士、学士、以及副学士学位。时至今日，浸大已成为亚洲其
中一所最优秀的高等学府，矢志为香港及邻近地区年轻一代提供优质全人教育。

收费标准
学费：HK$140,000／年
住宿：HK$10,800-15,000／(9 个月)
报名费：HK$3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文学院

文学士(荣誉)、中国语言文学文学士(荣誉)、创意及专业写作文学士(荣誉)、
英国语言文学文学士(荣誉)、人文学文学士(荣誉)、音樂文学士(荣誉)、宗教、
哲学及伦理文学士(荣誉)、翻译学文学士(荣誉)

理学院

理学士(荣誉)、分析和检测科学理学士(荣誉)、应用生物学理学士(荣誉)、化
学理学士(荣誉)、计算器科学理学士(荣誉)、绿色能源科学理学士(荣誉)、數
学及统计理学士(荣誉)

传理学院

传理学学士(荣誉)、电影主修-动画及媒体艺术专修、电影主修-电影电视专修、
新闻主修-中文新闻专修、新闻主修-数据与媒体传播专修、新闻主修-财经新
闻专修、新闻主修-国际新闻专修、公关及广告主修-广告及品牌专修、公关
及广告主修(组织传播专修、公关及广告主修、公关专修)

中医药学院

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理学士(荣誉)、中药学学士(荣誉)

视觉艺术院

视觉艺术文学士(荣誉)

社会科学院

文学士/社会科学学士(荣誉)、歷史文学士(荣誉)、体育及康樂管理文学士(荣
誉)、社会工作学士(荣誉)、中国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经济专修、中国研
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历史专修、中国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地理专修、中
国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社会学专修、欧洲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法国、
欧洲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德国、地理社会科学学士(荣誉)、政治及国际
关系学社会科学学士(荣誉)、社会学社会科学学士(荣誉)

持续教育学院

幼儿教育学、幼儿教育学(兼读)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士(荣誉)、会计学专修、应用经济学专修、创业学专修、财务学
专修、人力资源管理学专修、信息系统与电子商贸学专修、市场学专修、中
国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经济主/专修

双学位学士课程

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理学士(荣誉)、英国语言文学文学士(荣誉)及英语教学
教育学士(荣誉)、历史文学士(荣誉)及通识教学教育学士(荣誉)、地理社会科
学学士(荣誉)及通识教学教育学士(荣誉)、社会学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及通识
教学教育学士(荣誉)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香港浸会大学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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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香港浸会大学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http://admissions.hkbu.edu.hk/ug/apply;
2.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九龙塘香港浸会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34112200
传真：00-852-34117373
电邮：ardirect@hkbu.edu.hk
网址：buwww.hkbu.edu.hk/tch/mai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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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大学，简称香港科大、科大，是一所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于
1991 年成立，其为当地其中一所最年轻的法定大学。校方目前由商学院、工程学院、理学院及人
文社会科学院组成，另设一个负责处理跨学科课程的跨学系部门。除此，科大在南沙的霍英东研
究院则旨在扩大校方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力。该校连续多年获评为香港三所最佳高等学府之一。

收费标准
学费：HK$140,000／年
住宿：HK$13,468-22,436／年
报名费：HK$4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工学院
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本科专业
航空航天工程学、生物工程学、化学工程学、化学及环境工程学、土木工程
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学、决策分析学、电子工
程学、工业工程及工程管理学、机械工程学、可持续能源工程学、计算机科
学、数据科学与技术、综合系统与设计
生物化学及细胞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生物科学、生物科技、生物
科技及商学、数学及经济学、海洋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技术
专业会计学、经济学、数学与经济学、资讯系统学，管理学、市场学、环球
商业管理、综合商业管理学、营运管理学、金融学、量化金融学、生物科技
及商学、经济及金融学
环球中国研究、定量社会数据分析

奖学金
1. 可申请“香港科技大学国际学生入学奖学金”。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join.ust.hk;
2.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九龙清水湾香港科技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3586289
传真：00-852-23350082
电邮：international.applicants@ust.hk
网址：www.ust.hk/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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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学成立于 1937 年，是一所既充满活力又拥有骄人历史及卓越成绩的大学，其前身
为香港理工学院(由香港工业专门学院和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发展而来)，于 1994 年正式正名为
香港理工大学。
根据美国汤普森路透集团进行的多项独立调查显示，理大在土木工程、建造及建筑技术、地
球空间资讯科学等三个领域的科研表现均在全球排名榜中荣登榜首。另外，根据《酒店及旅游研
究学刊》2009 年发表的《全球酒店及旅游课程百强排行榜》研究报告，理大的酒店及旅游业管理
学院的排名位居全球第二位。

收费标准
学费：HK$140,000／年
住宿：HK$12,500／年
报名费：HK$4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设计学院

纺织学院

设计学
电机工程学、电子及资讯工程学互联网及多媒体科技、机械工程学、产
品及工业工程、运输系统工程学、航空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物流及
企业工程
服装及纺织学

计算学院

电子计算广泛学科

社会科学院

社会工作
会计学、会计与金融、金融服务、全球供应链管理、国际航运及物流管
理、管理学、市场学
应用生物兼生物科技、化学科技、工程物理学、食品科技与食物安全、
投资科学
建筑工程及管理学、屋宇设备工程学、物业管理学、土木工程学、环境
工程与可持续发展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地产及建设测量学
医疗化验科学、精神健康护理学、护理学、眼科视光学、放射学、物理
治疗学、职业治疗学

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应用科学学院
建设及地政学院
医疗科学院
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
院
语言、文化及传播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
语言、文化及传意广泛学科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www.polyu.edu.hk/study;
2.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九龙红磡香港理工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7665177
传真：00-852-23346671
电邮：asnlocal@polyu.edu.hk
网址：www.pol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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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成立于 1963 年，为研究型综合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
西方」为使命，蹈厉奋发，志在千里。中大师生来自世界各地。我们也有广大的本地和海外校友
组织，联系身在世界各地的中大毕业生。
中大是香港乃至亞洲首屈一指的大學，本校的宗旨是培育既具專精知識又有處世智慧的人才，
本校特色包括靈活學分制、書院制、中英兼重和多元文化;並特設通識教育，以拓寬學生視野，及
培養綜合思考能力，使學生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中，能內省外顧，成為出色的領袖人才，貢獻
社會。中大的八個學院提供林林總總的本科和研究院課程。

收费标准
学费：HK$145,000／年
住宿：HK$12,000／年
报名费：HK$4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文学院
理学院
法学院
医学院
教育学院
工程学院
社会科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研究中心

本科专业
人类学系、、文化研究系、文化管理、英文系、艺术系、历史系、日本研
究学系、语言学、音乐系、哲学系、翻译系、宗教研究、神学
理学、地球系统科学、数学精研、理论物理精研、风险管理科学、计量金
融学及风险管理科学
法学系、工商管理学士(工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及法律博士双学位课程
生物医学、中医学、护理学、药剂学、公共卫生
教育学(健康与体育运动科学)、文学士(中国语文研究)及教育学士(中国语文
教育)、文学士(英国语文研究)及教育学士(英国语文教育)、教育学士(通识
教育)、教育学士(数学及数学教育)
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金融科技学、电子工程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
社会科学、建筑学、经济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城市研究、政治与行政
学、全球研究、新闻与传播学、全球传播、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社会学
环境经济与金融
工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环球商业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保险金融
与精算学、专业会计学、计量金融学、国际贸易与中国企业、工商管理学
士综合课程及法律博士学位、环球经济与金融学科主修、计量金融学及风
险管理科学
当代中国研究(文学士)/当代中国研究(社会科学)

奖学金
1. 可申请“香港中文大学新生奖学金”、
“香港中文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39437459／7469
传真：00-852-26035184
电邮：ugadm@cuhk.edu.hk
网址：www.cuhk.edu.hk/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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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香港恒生大学

香港恒生大学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是一所非牟利，並以博雅教育為主導的私立大學。恒大現有五個學院，包
括商學院、傳播學院、決策科學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和翻譯學院，共有約 5,000 名全日制學
生。
作為一所住宿型院校，恒大採用「博雅 + 專業」教育模式，並配合 iGPS「期望畢業生特質」
框架，把優質教學和學生的全方位發展訂為最優先目標。
矢志成為一所區內具領導地位、非牟利並以博雅教育為主導的私立大學，恒大配合優質的師
資、獲獎的綠化校園與設施、創新學位課程、獲研究資助局資助具影響力的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
與優質的學生發展/支援服務，致力培育年青人成為具明辨思維、創新、人文關懷、道德價值觀和
社會責任的人才。

收费标准
学费：$120,300(入读一及二年级);$136,200(入读三及四年级)
住宿：$14,000-17,000 元╱年
报名费：$2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本科专业
工商管理、企业管治工商管理、金融分析工商管理、管理学工商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
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新闻及传播
应用及人本计算学、供应链管理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资讯管理、精算及
保险、数据科学及商业智能学
文化及创意产业、中文、英国语文、亚洲研究

翻译学院

商务翻译

商学院
传播学院
決策科学学院

奖学金
1. 设立多项奖学金，鼓励学生精进学业，争取佳绩。除了提供入学奖学金予成绩优异的非本地学
生(学生不用申请)外，每年均颁授多项杰出表现奖学金﹑学生交换奖学金等，学生可根据个人表现
自由申请。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沙田小沥源行善里香港恒生大学
电话：00-853-39635555
传真：00-853-39635553
电邮：registry@hsmc.edu.hk
网址：www.hsmc.edu.hk

-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