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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

60+ 
學會、興趣小組及校隊



嶺大一覽嶺大一覽

「優質教育」位列

全球第二 
(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影響力排名)

亞洲十大頂尖 
博雅學院之一(2015年《福布斯》)

香港政府資助體系內 

八所高等院校之一

卓越研究：於翻譯、 

視覺研究及哲學排名第二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

逾1,400萬 
港元的獎學金及獎項

250+伙伴院校 
遍布49個 

國家╱地區

2,600
名本科生

11
公頃校園

緊密的師生關係

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

60+ 
學會、興趣小組及校隊

亞洲首百間 

最頂尖大學之一 
(2018年QS亞洲大學排名)

為所有非本地
政府資助本科課程學生
提供四年全宿

80%+本科生可參加 

國際交換生計劃、 

暑期╱冬季課程



課程結構

本科課程及收生模式

課程結構

本科課程及收生模式

嶺大採用學分制，學生一般須依課程要求修讀120學分(通常需時四年)，學生可以這些學分完成一「主修」及一「副修」
課程而畢業。

嶺大提供下列全日製本科課程，所有課程皆文理兼收：

*	 所有學生須修讀核心課程。嶺大的核心課程涵蓋全校各學係不同專長，透過跨領域的學科範疇，學生得以建立全面及均衡的
知識基礎，掌握融會貫通的思考及溝通能力，培養廣闊的視野和胸襟。為貫徹博雅教育的理念，科學教研組專責設計及開辦
適合本科生修讀的自然科學科目。詳情請瀏覽網頁www.LN.edu.hk/ccgeo。

^		 商學院及環球博雅教育課程學生須修讀的學分有所不同。

#	 經大類收生入學的學生將由學院按機制安排入讀相應的主修，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prog/structure。

選修科

27^
学分

合共

120 学̂分

中文科

6 学分

英文科

12 学分

主修課程

48^
学分

核心課程*
（共同核心及課程組別）

27 学分

動畫及數碼藝術(榮譽)文學士(自資課程)

中文(榮譽)文學士
當代英語語言文學課程(榮譽)文學士
文化研究(榮譽)文學士
歷史(榮譽)文學士
哲學(榮譽)文學士
翻譯(榮譽)文學士
視覺研究(榮譽)文學士

www.LN.edu.hk/arts/animation-and-
digital-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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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人文學

課程 商業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自資課程) www.LN.edu.hk/psy/bpsy

收生模式 課程 網址

跨學科 環球博雅教育(榮譽)文學士課程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 風險及保險管理

嶺南教育機構陳斌博士數據科學(榮譽)理學士

社會科學 大類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經濟學
 政治學
 心理學
 社會學
 社會與公共政策研究

www.LN.edu.hk/progs/ssprog

商學 大類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會計
 財務
 人力資源管理
 市場學

www.LN.edu.hk/progs/bbaprog

www.LN.edu.hk/fin_ins 

www.LN.edu.hk/cds/ds

課程

www.LN.edu.hk/ogeis/global-liberal-arts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獎學金獎學金

生活開支生活開支

	 內地31個省(市、區)的應屆高考生(包括复考生)

	 文理兼收，不設省市限額
	 在體育、音樂或社會服務等方面有突出表現者(例如於省級

或以上運動比賽獲獎)，其入學申請亦可獲考慮

非應屆高考生或持其他學歷的學生可循「直接招生」途徑於網上
申請系統遞交入學申請，大學將按其情況個別審批，詳情請
瀏覽網頁www.LN.edu.hk/admissions/ug/non-jupas。

     港幣
學費     140,000元
宿費     10,040至13,590元
個人消費(包括學習及生活費用)  36,000元

合共     約187,000至190,000元

預計每年費用(不包括暑期) 

下表列出2021-22學年預計生活開支(宿費有待檢討)：

	 2021年國家統一高考成績
	 英語水平
	 入學面試表現(如適用)

	 綜合素質
			擇優錄取

錄取標準錄取標準

嶺大設有多項入學獎學金頒發予高考成績優異
的學生，包括全免學費、半免學費及定額獎學
金，學生無須另行申請。大學向申請人發出錄取通知
時，將一併通知申請人是否獲頒獎學金及獎學金金額。

除上述入學獎學金外，嶺大亦設有多項獎學金頒發
予在大學就讀成績優異的同學，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LN.edu.hk/ssc/scholarships。



2019年度畢業生概況

• 整體受聘及升學率：

• 就業情況統計： 
94.3%

歷年內地畢業生大部分都選擇留港就業或負笈海外知名學府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課程。
以下列舉部分內地畢業生負笈學府及工作機構：

歷屆內地畢業生出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鼓勵內地畢業生
留港服務，內地生在香港畢業後可透過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就業安排」申請留港，
無須已覓得工作，即可申請繼續留港12個月，
期間可自由從事及轉換工作。

海外深造學府

工作機構

英國 

	 牛津大學
	 倫敦國王學院
	 倫敦帝國學院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倫敦大學學院
	 倫敦城市大學卡斯

商學院

會計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稱作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天職國際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

美洲 

	 紐約大學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維多利亞大學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紐約室內設計學院
	 芝加哥大學
	 耶魯大學

保險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AXA安盛集團
	 蘇黎世保險集團 

亞洲及澳洲 

	 新加坡國立大學
	 澳洲墨爾本大學
	 澳洲悉尼大學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日本筑波大學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

歐洲 

	 瑞典斯得哥爾
摩經濟學院
	 荷蘭拉德堡德

大學

金融及銀行

	 亞洲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亞洲環球財富管理有限公司
	 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東方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麥格理集團
	 東亞銀行

航空、物流及展覽

	 德國漢莎亞洲有限公司
	 DHL快遞物流
	 順豐速運
	 人民網
	 名唐展覽

畢業生出路畢業生出路

7.8%

1.0%

1.5%

57.9%

教育

公共及社會服務

政府機構

文化藝術

其他
工商界

19.4%

12.1%

	 中銀集團
	 花旗銀行
	 大新銀行集團 
	 集友銀行

	 倫敦藝術大學
	 華威大學
	 杜倫大學
	 紐卡素大學
	 布里斯托大學



畢業生心聲畢業生心聲

『抱着對香港這個地方的好奇，四年前選擇了就讀嶺
南這所大學。博雅教育是嶺大區別於其他大學的獨特之
處。宣傳冊內最吸引的就是海外交流機會了吧？可是現在
的我認為，嶺大可以帶給學生的不只這些。眼界的開闊，內心
的包容，思維的嚴謹與探索這個世界的興致使我們變成他人樂於接
觸的正能量傳播者。相信每個人都會在嶺大找到更好的自己！ 』 

劉楓欣(湖北)　　
翻譯(榮譽)文學士

現於悉尼大學攻讀法律博士學位

王安琪(天津)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獲聘於香港大新銀行
『在嶺大度過四年的時光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在這裡

我所得到的不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珍貴的友誼、國際
化視野及更理性和全面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學十分

注重學生多方位的發展及對未來的職業規劃，
為同學提供許多學習機會及適切指導，讓同

學自由選擇發揮自己。我在嶺大過得十
分充實，出國實習、到著名學府交
流、參加社團活動、體驗香港舍堂

文化、獲得高質量的教學等等。自由
的學習氛圍讓每個學生都能擁有屬於自己

獨一無二的經歷。透過大學四年的學習讓我
對未來有了更加清晰的規劃，我所獲得的經歷成

為了我朝着目標逐漸邁進的重要助力。 』

『在嶺大的四年裡，我有幸受教於眾多盡責的老師，
老師的嚴格要求幫助我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必修和選

修課程結合的模式讓我有更多機會選擇不同科系的課程，拓
展自己的知識範疇。海外交流機會讓我能夠結交不同國家的朋
友，親身體會不同文化，更讓我領會到理解和包容的意義。

在每個假期裡，大學都提供多樣的實習工作和義工服務機
會，讓我們能夠了解社會百態；嶺大的四年全宿計劃

提供良好的住宿環境，幫助非本地同學解決住房問
題。此外，大學有許多社團活動、名家講座、體

育比賽等豐富的課外活動。在嶺大學習生活
的這四年無疑是我最棒的回憶，也期待

有更多優秀的學弟學妹們加入嶺大這
個溫暖的大家庭。 』

『在嶺大的學習和生活充滿機遇與挑戰。大三下學期我有幸到
德國維爾茨堡大學交換並利用暑假歐遊，這堅定了我學習不同
語言和探索不同文化的決心。而嶺大的小班教學使我能夠與老師和
同學密切交流，在老師的幫助下我成功在明報副刊上發表詩作。 』

高心雲(廣東) 
歷史(榮譽)文學士

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攻讀歷史哲學碩士學位

遊淑雅(北京)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獲聘於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張銘亮(廣東)　　
中文(榮譽)文學士

現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攻讀國際研究生預備課程

『嶺大四年，讓我從一個對商業社會了解甚少的新生，蛻變成一
名兼具多領域知識及國際視野的畢業生。即使已經投身工作，
還時常可以感受到師長和校友從各個方面給予的關懷和幫
助。嶺大就像一座巨大的磁場，時時散發着正能量粒
子，不僅外面的人會被她吸引，那些從這裡走出去
的人也會時不時停下，回望路的彼端。在這裡度
過四年的寶貴時光，我很開心。 』



『過去數年，我們聘請了不少嶺大畢業
生。我們非常高興看到許多嶺大畢業生
展現出職業抱負、工作熱誠和成就卓越
的動力。我相信他們都是得益於嶺大的
博雅教育。 』

蔡永忠先生 
德勤中國事務所
主席

『嶺大畢業生總是積極、盡心盡力和
充滿自信。他們熱衷學習，努力做到
最好，也能夠穩定和堅實地在我們的
專業中向前邁進。我相信他們已充分
裝備好，為社會作出貢獻。 』

馮兆恆先生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董事

 

雇主及社區夥伴評價雇主及社區伙伴評價

『我對嶺南大學的畢業生有很深刻的印
象，他們上進、積極及勤奮。他們懂得努
力裝備自己，計劃將來的事業發展並朝着
自己的目標前進。我很高興在嶺南大學的
畢業生當中，有一些經已成為新世界集團
的一份子，也很期待看到他們在集團內成
長，共同締造美好新世界。 』

趙慧嫻女士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總經理(人力資源)

『亞洲金融和亞洲保險是香港主要一般保險公
司之一，我們需要一些願意學習、能獨立思
考、問正確問題、與同事和客戶有良好溝通的
人才。過去多年，數以十計的嶺大學生加入我
們公司的承銷、索賠和再保險團隊，以及我們
的投資部，其中一位已成為高級副總裁，而20
位自2009年起加入的嶺大畢業生，有三位已升
為助理經理。我們希望將來有更多接受了博雅
教育的嶺大畢業生加入公司。 』

陳智思議員 
亞洲金融集團和亞洲保險有限公司 
總裁

『嶺大的學生曾到亞洲參與式研究學
會擔任實習生。期間，我看到他們均
是充滿活力、熱誠，亦富有出眾的才
能。服務研習是一種較新的教學方
法，現時有不少大學嘗試將之融入課
程之中，而嶺南則是這方面的先驅。
我們期望看到嶺南服務研習的成果，
亦希望你們在未來十年，能建立更強
大和有效的合作網絡。 』

Dr TANDON, Rajesh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高等院校研究及社會責任聯合主席、 
亞洲參與式研究學會會長



再造紙印刷簡介內容如有改動，將以公佈於大學網頁內之資料為準。

嶺南大學教務處本科入學事務及學生檔案組

MLadm@LN.edu.hk 

香港屯門青山公路八號黃氏行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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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2616 8750 (852) 2572 5178 或 (852) 2454 4379 

申請程序申請程序

聯繫我們聯繫我們

嶺大對應屆內地高考生(包括复考生)採取自主獨立招生的政策，並沒有參加「全國普通高校
統一招生計劃」(統招)，故不佔高校志願。有意報讀的學生須直接向本校提交網上入學
申請。嶺大並沒有委託任何中介人進行政府資助本科課程的招生及錄取工作。

2020年11月4日 開始接受入學申請

2021年1月28日 早輪申請截止
報名日期

6月30日（暫定）主輪面試
(如適用)

	 獲錄取學生將接獲個別通知，並須繳
交港幣10,000元留位費以確認錄取資格▲，

所有已繳費用將不獲退還(若於7月6日仍未接
獲錄取通知，可當作落選論)

	 	 大學將協助學生申請學生簽證，詳情請瀏覽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網頁 www.immd.gov.hk

7月上旬 公佈錄取結果

2021年6月10日 截止入學申請 
(逾期申請，恕不受理)

截止網上補交高考考生號

▲		 根據國家教育部規定，內地學生若已獲香港自主招生高校錄取並接
納有關學籍，內地統招高校將不再予以錄取。

9月上旬 開課日8月下旬 學生抵港辦理入學註冊
及參加大學迎新活動

6月下旬 公佈面試及
錄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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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立網上賬戶及填寫申請表

	 登入網上申請系統	www.LN.edu.hk/admissions/ug/mainland/apply/how-to-apply開立申請賬戶
	 選擇「內地招生－應屆內地高考生」為報名途徑
	 按指示填寫申請表及上傳與申請入學相關的文件

選擇志願

 每個遞交之申請可
選擇最多三個志願

 志願在申請提交後
不能更改

遞交網上申請

	 以國際信用卡(VISA或MasterCard)或中國
銀聯卡(貸記卡或借記卡)網上繳交報名
費(每個志願的報名費為港幣150元)

 報名費一經繳交，恕不退還

1

2 3

政府資助本科課程

自資本科課程

 申請人可登入網上申請系統，並選擇「Self-financed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為報名途徑，按指示填寫
申請表及上傳與申請入學相關的文件

 有關各個自資本科課程的申請程序及截止日期，請查閱
相關課程網站及直接向課程辦事處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