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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香港?



為何選擇香港

• 2018年IMD世界競爭力排名第二

• 與紐約和倫敦齊名的世界頂級金融中心之一

• 沒有語言障礙，英語、廣東話及國語均廣泛使用

• 一個不夜城，享有豐富的戶外活動、餐飲和娛樂選擇

• 鄰近中國內地，易於探索她的鄉村、城市及文化

• 位於亞洲中心，距離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新加坡、臺灣、泰國和越南等亞洲國家少於5小時的飛

行航程



嶺大簡介



嶺大簡介

被《福布斯》評為「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

嶺南大學是香港八所政府資助大學之一

以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為辦學理念

亞洲首100頂尖大學 (2018 QS亞洲大學排名)



嶺大簡介

1888: 嶺大前身格致書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于廣州創立

1967: 立足香港-嶺南書院

1999: 正名為嶺南大學

~2,600

3 個學院 (文學院, 商學院, 社會科學院)

13 個本科課程

校訓：作育英才，服務社會



嶺大博雅教育的特色



嶺大博雅教育的特色



1. 基礎廣闊的課程設計

學分制：選擇課程的靈活性高。

課程架構著重跨專業、跨文化學習

學生一般須修讀共27學分的核心課程，課程的設計分為兩部
分：4個共同核心及5個課程組別



基礎廣闊的課程設計

#除了15個必修課程組別的學分外，學生可修讀6個額外的課程組別學分作為選修科。

^工商管理課程學生的學分數量及分佈會略有不同



四個共同核心

慎思明辨: 分析與論證

香港社會

科學的過程

世界史中的中國



五個課程組別

 學生需修讀全部共同核心科目，以及於五個課程組別中修讀每個組別至少1科

 學生可及于五個課程組別中選擇1-2科作為選修科

創造與創新

人文與藝術

管理與社會

科學、科技與社會

價值、文化與社會



2. 緊密的師生關係

低師生比例: 1:13.4

嶺南大學推行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模式，
注重師生關係，每名學生均有一位學術
導師給予輔導

強調雙向的互動教學方法，教授與學生
之間互動交流

69.3%之教職員來自海外

重視不同學生的背景及想法



3. 四年全宿的生活

為本科學生提供4年全宿的大學

10座學生宿舍

所有到嶺南大學學習之交換生及非本地本科生均獲安排與香
港學生同住

宿舍活動涵蓋學術、文化、運動、社交及康樂等類別



嶺大宿舍



3. 四年全宿的生活 (續)

豐富社交活動

• 國際日﹑迎春之約﹑感恩節聚會﹑宿舍
內學習普通話﹑戶外燒烤﹑遊覽活動等

設有不同的體育文化隊伍及學生社團：

• 包括19項目的體育校隊，如羽毛球、籃
球、擊劍、手球、划艇、壁球及排球等
等；

• 其他文化活動包括合唱團、辯論隊及演
講會(Toastmaster Club)；另有超過20
個學生社團



4.豐富多彩的課外學習活動

綜 合 學 習 課 程 Integrated Learning
Programme (ILP): 為同學提供正規課程以
外的全人發展學習經驗的聯課課程

每年於6個不同範疇、約400個的綜合學習
課程活動



5. 積極參與小區服務

社區服務是嶺大校園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融合服務研習元素的課程為所有本科生的必修科

服務研習的教學模式，有別於社區服務，服務研習計畫讓學生
將書本上的理論知識，轉化為具意義及實際的服務，並加入研
究的元素，深化整個學習過程



6. 全球性的學習機會

學生交換計劃

• 於四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的超過兩百
一十所夥伴學校

• 現時有超過85%*的學生可往內地或
海外的夥伴學校交流一個學期或參
加暑期交流課程

• 機票資助、交流獎學金及經濟援助

*只包含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6. 全球性的學習機會

暑假實習

• 各項本地及海外的暑假實習計劃

• 海外實習地區包括新加坡、澳洲、德國、西
班牙、英國及美國等

• 實習機構包括廸士尼、德勤會計師事務所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國泰航空、
AXA安盛、花旗銀行、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及政府部門等

國際服務研習課程

• 學生可前往北京﹑廣州﹑雲南﹑印度﹑印
尼﹑臺灣﹑美國等地參加當地社區服務工作



課程結構專業概覽



文學士（榮譽）
採用雙軌收生模式。除大類收生外，七個文學士課
程將以課程收生

主修課程

 中文

 當代英語語言文學課程

 文化研究

 曆史

 哲學

 翻譯

 視覺研究

 環球博雅教育 (課程收生) (有待大學審批)

學院制學生如在第一學年結束時取得所
需的累計平均績點，便有資格申請跨學
科主修課程，包括中國文學、歷史與哲
學主修，電影與媒體研究主修，以及學
生自訂主修。



環球博雅教育(榮譽)文學士

2019/20年入學新課程

香港首個在此專業範疇的課程

著重跨學科及多學科學習與學問, 四個專修研讀範疇

著重發展學生獨立思考及慎思明辨的能力，以培養具備國際視野及海
外學習經驗，並對社會有承擔的環球領袖

前往最少兩所(最多三所)在不同洲分的海外大學進行學習交流，當中
包括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倫敦國王學院、多倫多大學、清華大學、北
京大學、東京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及延世大學

社會傑出人士擔任個人導師

豐富多元的活動

總整專題報告

課程網站: www.ln.edu.hk/global-liberal-arts

(有待大學審批)

http://www.ln.edu.hk/global-liberal-arts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除風險及保險管理外，採用大類收生，同學于第二學年選擇
主修學科組別

 課程獲國際認可：所有工商管理課程已通過國際商管學院促
進會(AACSB International)的認證

學科組別

 會計

 財務

 人力資源管理

 市場學

 風險及保險管理 *

*以課程收生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採用大類收生，同學于第二學年選擇主修學科組別。

共四個主修課程及兩個跨學科組別，同學需選擇其中一個修讀

主修課程

 經濟學

 政治學

 心理學

 社會學

跨學科組別

 國際經濟與政治

 社會與公共政策研究



嶺南教育機構陳斌博士數據科學
（榮譽）理學士課程

2019/20年入學新課程

博雅教育層面的數據科學

著重資料科學與科學，社會科學, 藝術與商業互相整合的同時，

涵蓋人工智能，計算器科學和統計學的科目

探索社會中潛在的資料，增強畢業生在應用及解難方面的創造力

總整專題課程



非本地生就業



非本地生就業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 回港就業安排 (IANG)

• 畢業後可逗留12個月，其間無需覓得工作

修讀期間就業

• 實習: 不多於1年與學習/課程相關的實習

• 於校園擔任兼職工作: 每星期不超過20小時

• 暑期工作



畢業生出路



畢業生出路

2017年畢業生就業情況



畢業生出路

2017年畢業生平均收入(每月)

• 整體畢業生: HK$14,754 （約新台幣58,300元）

• 工商管理(財務主修)畢業生: HK$15,995 （約新台幣
63,200元）

• 社會科學(社會與公共政策研究)畢業生: HK$15,603
（約新台幣61,700元）



所需費用及獎學金



所需費用

 2018-19年度，非本地生學費為每年港幣12萬元* （約新台幣474,200元）

 2018-19年度宿費（不包括暑期）為每年港幣9,240至12,520元* （約新台
幣36,500 – 49,500元)

 每年學習及生活費用合共約港幣16至18萬元（不包括暑期）

（約新台幣632,400 – 711,500元）

*2019-20年度學費以及宿費仍在審核中



所需費用



獎學金

非本地學生獎學金

• 全額獎學金 (包括學費、宿費及部分生活費)

• 半額獎學金

• 全額學費獎學金

• 半額學費獎學金



獎學金(續)
精英運動員入學獎學金

• 全額獎學金 (包含學費、宿費)

• 評核標準

 符合大學一般入學和個別課程的特定要求

 在體育方面有傑出表現

申請詳請: www.ln.edu.hk/ssc/sports/athletes-scholarships

非本地生截止日期： 2019年3月31日

嶺南體育及文化隊伍
羽毛球，籃球，龍舟，劍擊，手球，柔道，空手道，划船，欖球，足球，壁球，
游泳，乒乓球，跆拳道，網球，田徑（包括越野），排球，木球，舞獅與武術。

http://www.ln.edu.hk/ssc/sports/athletes-scholarships


獎學金(續)

 其他獎學金

除入學獎學金外，嶺大亦設有超過400項獎學金，分別由個人、私
人機構、專業團體及學術部門捐贈，頒予在我校就讀成績優異的
同學（包括非本地學生）



申請資格及方式



申請資格
 基本入學資格

(以下其中一項)

• 國際性課程的資歷，如GCE A-level,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GSAT)的成績

- 最佳4科成績均達前標
• 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 Advanced Subjects Test (AST)的成績

- 最佳4科成績均達前標

 英語要求

(以下其中一項)

•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GSAT) : 英文科頂標 (English result within the top 13 
percentile)

• 雅思學術組學術組(IELTS academic module): 6.0 

• 托福: 213 (電腦測驗) 或550 (紙筆測驗) 或79 (網路測驗)



申請方式

申請人可於網上申請系統直接向嶺大
提交申請

網上申請日期由2018年10月22日至
2019年4月15日



聯絡及查詢

網頁: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overseas/

面書: www.facebook.com/Lingnan.International

電郵: nonlocaladm@ln.edu.hk

電話: (852) 2616 8990 

傳真: (852) 2465 9660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overseas/
http://www.facebook.com/Lingnan.International
mailto:nonlocaladm@ln.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