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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著重推行全人教育， 

強調文理互通、教研並重。 
 

WHOLE PERSON 

EDUCATION 

全人教育  

浸大簡介 



浸大的三個基因素質（DNAs of HKBU）： 
 

關愛 Caring 
 

創意 Creativity 
 

國際視野 Global Vision 

浸大簡介 



浸大簡介 

浸大坐落於九龍塘、牛池灣和沙田，共有五個
校園: 

善衡校園 (Ho Sin Hang Campus) 

逸夫校園 (Shaw Campus) 

浸會大學道校園 (Baptist University Road Campus) 

啟德校園 (Kai Tak Campus) 

石門校園 (Shek Mun Campus) 



浸大簡介 
設有八個學院: 
 文學院 (Faculty of Arts) 

 工商管理學院 (School of Business) 

 中醫藥學院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傳理學院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理學院 (Faculty of Science) 

 社會科學院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視覺藝術院 (Academy of Visual Arts)  
 持續教育學院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另外設有:  
 研究院 (Graduate School) 



收生途徑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JUPAS):  

24個本科課程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ns/jupas 

 

非聯招 (Non-JUPAS):  

67個本科課程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ns/nj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ns/jupas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ns/jupas
http://www.hkbu.edu.hk/ar/admissions/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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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程序考慮因素 

所有學術與非學術成績 (包括中學文憑試成績、
校內能力評估) 

面試／考試表現 

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 Other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in Competitions / Activities (OEA) 

 

 



校長推薦計劃  

   School Principal's Nominations (SPN) 

 

精英運動員入學計劃  

   Elite Athletes Admission Scheme (EAAS) 

 

其他考慮因素 



Handling of Exceptional Admission Cases 
 

假如申請人在其他學術或非學術範疇有卓越成就，
即使申請人未能符合一般大學入學要求，浸大亦會
考慮其特殊入學申請。 
 

To give due recognition to applicants with special 

talents, the University may consider exceptional 

admission cases of applicants who are not able to meet 

the general university entrance requirements but excel 

in other academic/non-academic aspects.  

 

特殊入學申請之處理 



2007年，當年僅9歲的沈詩鈞 (March Tian 

Boedihardjo)獲浸大破格錄取入讀數學系，是
現時香港最年輕大學生。 
 

沈詩鈞於2011年以13歲之齡提早完成數學理
學士和數學哲學碩士雙學位課程。 
 

於2016年取得美國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數學博士學位。 

 

傑出畢業生 



面試表現優秀的JUPAS申請人可獲加分(bonus 

scores)，提高錄取機會。 

面試表現優秀的non-JUPAS申請人可獲有條件
取錄(conditional offer)或直接取錄(firm offer)。 

 

面試及錄取 



   取錄前 
 

個別課程將提供特別訓練 (special training) 
 

理學院會提供含學分的短期課程  

   (credit-bearing short courses) 

大學支援 



   取錄後 
 

學業諮詢 (academic advising) 

專設學業規劃 (tailor-made study plan) 

按情況提供校內住宿 (hall residence) 

為不足18歲的非本地學生提供監護人
(assignment of guardian for non-local students 

under the age of 18) 

大學支援 



入學獎學金 (Admission Scholarships) 

   e.g.優秀本地生入學獎學金計劃 (Admission Scholarship 

   Scheme for Outstanding Local Students) 

 

精英運動員獎學金計劃 (Elite Athletes Scholarship Scheme) 

南亞及東南亞少數族裔傑出學生入學獎學金(Admission 

Scholarship Scheme for Outstanding South and South East 

Asian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Scholarships (獎學金) 



 

本科生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交流學習獎學金 / 獎勵 (Exchange Scholarships / Awards) 

傑出學生領袖獎 (Awards for Outstanding Student Leaders) 

特設獎學金 (Special Scholarships & Awards) 

殘疾學生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Disabled Students) 

國際學院 / 持續教育學院 / 聯合國際學院學生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CIE / SCE / UIC Students) 

研究生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Scholarships (獎學金) 



交換生計劃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s) 

暑期交流計劃 (Summer Programme) 

國際實習計劃 (Global Attachment Opportunities) 

大都會體驗計劃 (Metropolitan Attachment Programme) 

美國迪士尼實習計劃 (USA Disney Internship Programme) 

模擬聯合國會議 (Model United Nation) 

海外服務計劃 (Overseas Community Services) 

 

 

校園國際化 

Campus Internationalisation 



領袖素質中心貫徹大學在教學、研究及社會服
務等範疇力臻至善的追求及推行全人教育的理
念，提供各式培訓及服務學習機會，提升學生
的公民意識，培育他們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公民，
共同積極應對全球各項挑戰，並投入社區作出
貢獻。 

 

領袖素質中心  

Leadership Qualities Centre (LQC)  



 

查詢及聯絡 

香港浸會大學教務處 
 
查詢電話：3411 2200 
傳真號碼：3411 7373 
 
課程電郵查詢：334jupas@hkbu.edu.hk 
教務處網頁：http://ar.hkbu.edu.hk/admissions/jupas 

mailto:334jupas@hkbu.edu.hk
http://ar.hkbu.edu.hk/admissions/ju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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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