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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大一览

  

亚洲十大顶尖
博雅学院之一（福布斯，2015）

逾1,200万
港元的奖学金及奖项

香港政府资助体系内
八所高等院校之一

香港唯一为所有本科生

提供四年全宿的大学

累计论文下载：

来自200+国家和地区

共388,000+次
（截至2017年9月）

190+伙伴院校遍布

约40个国家

90％本科生可参加

国际交流生计划、
暑期／冬季课程

卓越研究：
于翻译，视觉研究及哲学

排名第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2014年研究评审工作）

紧密的师生关系

11公顷校园

2,600名本科生

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

60+学会、兴趣
小组及校队



申请资格

内地31个省（市、区）的应届高考生（包括复考生）

文理兼收，不设省市限额

在体育、音乐或社会服务等方面有突出表现者（例如于省

级或以上运动比赛获奖），其入学申请可获特别考虑

非应届高考生或持其他学历的学生可循「直接招生」途径于网

上申请系统递交入学申请，大学将按其情况个别审批，详情请

浏览网页www.LN.edu.hk/admissions/ug/nonjupas。

录取标准

2018年国家统一高考成绩

英语水平

入学面试表现（面试以英语沟通和小组形式进行。

面试主要评核考生的综合素质，包括英语能力、应

对与沟通能力、分析、批判与逻辑思维、表达及组

织能力和对拟修读专业的认知等。）

择优录取

下表列出2018-19学年预计生活开支（宿费有待检讨）：

预计每年费用（不包括暑期） 港币

学费 120,000元

宿费 8,910 至 12,070元

个人消费（包括学习及生活費用） 36,000元

合共 165,000 至 168,100元

生活开支

奖学金

岭大设有多项入学奖学金颁发予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包括全免学费、半免学费及定额奖学金，学生无须另行申请。大学

向申请人发出录取通知时，将一并通知申请人是否获颁奖学金及奖学金金额。

除上述入学奖学金外，岭大亦设有多项奖学金颁予在大学就读成绩优异的同学，详情请浏览网页www.LN.edu.hk/

ssc/scholarships。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nonjupas
http://www.LN.edu.hk/ssc/scholarships
http://www.LN.edu.hk/ssc/scholarships


历届内地毕业生出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鼓励内地毕业生留港服务，内地生在香港毕业后可透过「非本地毕业生留港

就业安排」申请留港，无须已觅得工作，即可申请继续留港12个月，期间可自由从事及转换工作。

历年内地毕业生大部分都选择留港就业或负笈海外知名学府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课程。以下列

举部分内地毕业生负笈学府及工作机构：

2016年度毕业生概况

毕业生出路

94.8%

整体受聘

及升学率

就业情况

统计

公用事业　0.3%

文化艺术　1.6%

公共及社会服务　7.2%

政府机构　4.5%

教育　16.2%

工商界　70.2%

英国

  牛津大学

  伦敦帝国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华威大学

  杜伦大学

会计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称作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天职国际

  玛泽会计师事务所

金融及银行

  亚洲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亚洲环球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麦格理集团

  东亚银行

  中银集团

  大新银行集团

其他国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澳洲墨尔本大学

  澳洲悉尼大学

保险

  友邦保险（国际）有限公司

  AXA安盛集团

  苏黎世保险集团

航空、物流及展览

  德国汉莎亚洲有限公司

  DHL快递物流

  顺丰速运

  名唐展览

海
外

深
造

学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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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淑雅
（北京）

工商管理

（荣誉）学士　

获聘于

罗兵咸永道会

计师事务所

『岭大四年，让我从一个对商业社

会了解甚少的新生，蜕变成一名兼

具多领域知识及国际视野的毕业

生。即使已经投身工作，还时常可

以感受到师长和校友从各个方面

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岭大就像一

座巨大的磁场，时时散发着正能量

粒子，不仅外面的人会被她吸引，

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也会时不

时停下，回望路的彼端。在这里度

过四年的宝贵时光，我很开心。』

刘枫欣
（湖北）

翻译（荣誉）

文学士　

现于

悉尼大学攻读

法律博士学位

『在岭大度过四年的时光是我人生

中的一件幸事。在这里我所得到的

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珍贵的

友谊、国际化视野及更理性和全面

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十分注重

学生多方位的发展及对未来的职

业规划，为同学提供许多学习机会

及适切指导，让同学自由选择发挥

自己。我在岭大过得十分充实，出

国实习、到著名学府交流、参加社

团活动、体验香港舍堂文化、获得

高质量的教学等等。自由的学习氛

围让每个学生都能拥有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经 历。透 过大学四年

的学习让我对未来有了更加清晰

的规划，我所获得的经历成为了我

朝着目标逐渐迈进的重要助力。』

高心云
（广东）

历史（荣誉）

文学士　

现于

香港中文大学

攻读历史哲学

硕士学位

『在岭大的四年里，我有幸受教于

众多尽责的老师，老师的严格要求

帮助我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必修

和选修课程结合的模式让我有更

多机会选择不同科系的课程，拓展

自己的知识 范畴。海 外交流机会

让我能够结交不同国家的朋友，亲

身体会不同文化，更让我领会到理

解和包容的意义。在每个假期里，

大学都提供多样的实习工作和义

工服务机会，让我们能够了解社会

百态；岭 大的四年全宿计 划提 供

良好的住宿环境，帮助非本地同

学解决住房问题。此外，大学有许

多社团活动、名家讲座、体育比赛

等丰富的课外活动。在岭大学习生

活的这四年无疑是我最棒的回忆，

也期待有更多优秀的学弟学妹们

加入岭大 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王安琪
（天津）

社会科学

（荣誉）学士

获聘于

香港大新银行

『抱着对香港这个地方的好奇，四

年前选择了就读岭南这所大学。博

雅教育是岭大区别于其他大学的

独特之处。宣传册内最吸引的就是

海外交流机会了吧？可是现在的我

认为，岭大可以带给学生的不只这

些。眼界的开阔，内心的包容，思

维的严谨与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致使

我们变成他人乐于接触的正能量

传播者。相信每个人都会在岭大找

到更好的自己！』

王志鹏
（陕西）

视觉研究

（荣誉）文学士

现于

香港理工大学攻

读多媒体科艺理

学硕士学位

『我在大学的四年时光里，不仅收获了知识，也收获很多难以忘怀的经历。大学

里的各种社团和校园活动，让我可以更好的融入香港，结交很多香港朋友。在加

入我喜爱的街舞社团后，使我的广东话大有进步。大学的小班教学，让我们更好

的吸收所学知识，并可以与老师有更多的沟通。通过大学的暑期实习及交流生

项目，我有机会在美国和欧洲实习交流，充分开阔了我的国际视野，也让我结交

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我相信在岭大这四年是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毕业生心声



雇主及社区伙伴评价

『过去数年，我们聘请了不少岭大毕业生。我们非常

高兴看到许多岭大毕业生展现出职业抱负、工作热

诚 和 成 就 卓 越 的 动力。我 相 信他

们都是得益于岭大的博雅教育。』

蔡永忠先生
德勤中国事务所

主席

韦伟先生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国际税务

咨询, 转让定价）

赵慧娴女士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人力资源）

陈智思议员
亚洲金融集团和亚洲保险有限公司

总裁

数 以 十 计 的 岭 大 学 生 加 入

我们公司的承销、索赔和再

保险团队，以及我们的投资

『安永是一家环球机构，于2015年共有730个办事处遍及

全球150个国家，聘用员工达212,000之多。我们寻求拥

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现时已有一些接受博雅教育

的岭大毕业生加入了安

永，展开他们人生宝贵

经验的旅程。我们期待有更多岭大毕

业生加入我们的环球机构。』

部，其中一位已成为高级副总裁，而20位自

2009年起加入的岭大毕业生，有三位已升

『亚洲金融和亚洲保险是香港主要一般

保险公司之一，我们需要一些愿意学

习、能独立思考、问正确问题、与同事

和客户有良好沟通的人才。过去多年，

为助理经理。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接受了博雅教育

的岭大毕业生加入公司。』

『我对岭南大学的毕业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们

上进、积极及勤奋。他们懂得努力装备自己，计

划将来的事业发展并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

很高兴在岭南大学的毕业生当中，

有一些经已成为新世界集团的一份

子，也很 期待看到 他们在 集团内成

长，共同缔造美好

新世界。』

『岭大的学生曾到亚洲参

与式研究学会担任实习

生。期间，我看到他们均

是充满活力、热诚，亦富

有出众的才能。服务研

习是一种较新的教学方法，现时有不少大学尝试将之融入课程之

中，而岭南则是这方面的先驱。我们期望看到岭南服务研习的成

果，亦希望你们在未来十年，能建立更强大和有效的

合作网络。』

Dr TANDON, 
Rajesh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高等院校研究及社会

责任联合主席、亚洲参与

式研究学会会长



文学院 大类 文学士（荣誉）◇ # www.LN.edu.hk/arts

课程 中文（荣誉）文学士
当代英语语言文学课程（荣誉）文学士
文化研究（荣誉）文学士
历史（荣誉）文学士
哲学（荣誉）文学士
翻译（荣誉）文学士
视觉研究（荣誉）文学士

www.LN.edu.hk/chi

www.LN.edu.hk/eng

www.LN.edu.hk/cultural

www.LN.edu.hk/history

www.LN.edu.hk/philoso

www.LN.edu.hk/tran

www.LN.edu.hk/visual

商学院 大类 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会计      
  财务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学

www.LN.edu.hk/progs/
bbaprog

课程 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 风险及保险管理 www.LN.edu.hk/fin_ins

社会科学院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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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N.edu.hk/progs/
ssprog

*  所有学生须修读核心课程。岭大的核心课程

涵盖全校各学系不同专长，透过跨领域的学

科范畴，学生得以建立全面及均衡的知识基

础，掌握融会贯通的思考及沟通能力，培养广

阔的视野和胸襟。为贯彻博雅教育的理念，

岭大于2014年成立的科学教研组专责设计

及开办适合本科生修读的自然科学科目。详

情请浏览网页www.LN.edu.hk/ccgeo。

** 除15学分必修课程组別科目外，学生可额外

修读6学分的课程组別科目作为选修科。

^  工商管理（荣誉）学士的学生（会计学科组别

及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 风险及保险管理学

生除外）所需的毕业学分总数为123，包括51

学分的主修课程学科及27学分的选修科。而

会计学科组别及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 风险

及保险管理学生所需的毕业学分总数为126

学分，包括57学分的主修课程学科及24学分

的选修科。

岭大采用学分制，学生

一般须依课程要求修

读120学分（通常需时

四年），学生可以这些

学分完成一「主修」及

一「副修」课程而毕业。
主修课程
48^学分

合共
120^学分

核心课程*
27学分

中文科
6学分

英文科
12学分

选修科**
27^学分

课程 网址

◇  经大类收生入学的文学士（荣誉）学生除可选择七个文学士主修课程，亦可选择三个新增设的主修课

程，分别是「中国文学、历史与哲学主修课程」、「电影与媒体研究主修课程」及「学生自订主修课程」。

#  经大类收生入学的学生将由学院按机制安排入读相应的主修课程╱主修╱学科组别，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structure.php。

岭大提供下列11个全日制本科课程，所有课程皆文理兼收：

学院 收生模式

课程结构

本科课程及收生模式

http://www.LN.edu.hk/arts
http://www.LN.edu.hk/chi
http://www.LN.edu.hk/eng
http://www.LN.edu.hk/cultural
http://www.LN.edu.hk/history
http://www.LN.edu.hk/philoso
http://www.LN.edu.hk/tran
http://www.LN.edu.hk/visual
http://www.LN.edu.hk/progs/bbaprog
http://www.LN.edu.hk/progs/bbaprog
http://www.LN.edu.hk/fin_ins
http://www.LN.edu.hk/progs/ssprog
http://www.LN.edu.hk/progs/ssprog
http://www.LN.edu.hk/ccgeo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structure.php


登入网上申请系统 www.LN.edu.hk/

admissions/ug/mainland/apply.php

开立申请账户

选择「Mainland Admission - JEE」为报名

途径

按指示填写申请表及上传与申请入学相关的

文件

以国际信用卡（VISA或MasterCard）或
中国银联卡（贷记卡或借记卡）网上缴交报名
费（每个申请为港币150元）

报名费一经缴交，恕不退还

再造纸印刷

联络方法

获录取学生将接获个别通知，并须缴交港币10,000元

留位费以确认录取资格▲，所有已缴费用将不获退还

（若于7月5日仍未接获录取通知，可当作落选论）

大学将协助学生申请学生签证，详情请浏览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网页www.immd.gov.hk

MLadm@LN.edu.hk             （852）2616 8750              （852）2572 5178 或（852）2454 4379 

香港屯门青山公路八号香港岭南大学黄氏行政大楼教务处           

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

岭大对应届内地高考生（包括复考生）采取自主独立招生的政策，并没有参加「全

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统招），故不占高校志愿。有意报读的学生须直接向

本校提交网上入学申请。岭大并没有委托任何中介人进行招生及录取工作。

▲ 根据国家教育部规定，内地学生若已获香港自主招生高校录取并接纳有关学籍，内地统招高校将不再予以录取。

开始接受入学申请

早轮申请截止报名日期

1月

8

2月

28

6月

11

6月

30

8月

下旬

9月

上旬

7月

上旬

6月

下旬

开立网上账户及填写申请表1

递交网上申请 3

每个递交之申请可选择一个志愿，最多可提交三
个申请（首个成功付款递交之申请将被视作第一
志愿，如此类推）

志愿在申请提交后不能更改

选择志愿2

截止入学申请（逾期申请，恕不受理）

截止网上补交高考考生号

面試

学生抵港办理入学注册及
参加大学迎新活动

开课日

公布录取名单

公布面试名单及面试安排
（www.LN.edu.hk/
admissions/ug/mainland）

申请程序

简介内容如有改动，将以公布于大学网页内之资料为准。

（暂定）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apply.php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apply.php
http://www.immd.gov.hk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