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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香港中文中學中六畢業生申請入讀華僑大學 

簡明指引（校長保送計畫） 

申請方式 中學校長保送 

申請資格 
1.校內學習成績優良及平時綜合表現優異者； 

2.在科技創新、社會服務、文藝、體育等方面有突出表現。 

申請時間 2020 年 12 月 1-10 日（網上報名，系統 12 月 1 日開放） 

面試安排 根據疫情情況，另行安排。 

放榜时间 
2021 年 3 月通知預錄取結果 

2021 年 8 月 30 日前，繳納第一學年學費及領錄取通知書。 

申請流程 

1.在以上指定的申請時間於華僑大學招生信息網完成網上報

名，填寫個人信息以及上傳向相關材料。 

2.需要於報名網址上傳相關材料（圖片格式）包括： 

（1）就讀中學的校長推薦信 

（2）身份證及回鄉證（可兩張分別正反面擺一起拍照上傳） 

（3）自薦書（不少於 500 字，內容包括個人專長與興趣、求學

過程、報讀華僑大學的原因、對選擇專業的認知、未來大學生

涯的學習規劃等） 

（4）中四與中五成績表 

（5）個人得獎或突出表現相關證明 

3.報名同學需繳交報名費 550 元港幣，繳付方式另行通知。 

備註： 

報名網址：https://admissions.hqu.edu.cn/Account/Login/ （可掃描以下 QRCODE） 

招生專業設置目錄請見後附兩頁，校長保送計畫僅錄取本科。 

聯絡方式：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 

地址：北角英皇道 367-373 號上潤中心 19 樓 D 室（北角地鐵Ｂ1 出口） 

聯繫人：蔡老師        WhatsApp：97998595 

諮詢電話：25645133      諮詢郵箱：hquhk@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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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大學面向香港學生 2020年本科、預科推薦就讀專業目錄 

 

 廈門校區 

學院 代碼 專業名稱及方向 層次 招生科類 學制 

國際關係學院 01 國際事務與國際關係 本科 文理兼報 4 

華文學院 

(龍舟池校區) 

02 漢語國際教育 本科 文史 4 

03 預科 A（文） 預科 文史 1 

04 預科 A（理） 預科 理工 1 

05 預科 B（文） 預科 文史 1 

06 預科 B（理） 預科 理工 1 

新聞與傳播學院 07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

廣播電視學、廣告學） 
本科 文理兼報 4 

機電及自動化學院 08 機械工程 本科 理工 4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09 材料科學與工程 本科 理工 4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10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本科 理工 

4 
11 

電子信息類 

（含電子信息工程） 
本科 理工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 

12 軟件工程 本科 理工 4 

13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

技術、數字媒體技術） 
本科 理工 4 

土木工程學院 14 
土木類 

(含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本科 理工 4 

化工學院 
15 

化工與製藥類 

（含化學工程與工藝） 
本科 理工 4 

16 生物工程 本科 理工 4 

建築學院 17 建築學 本科 理工 5 

音樂舞蹈學院 
18 音樂學 本科 文理兼報 

術科專業 
4 

19 舞蹈學 本科 

 

泉州校區 

學院 代碼 專業名稱及方向 層次 招生科類 學制 

國際學院 

20 

國際商務(全英文教學，可接

軌英國名校 3+1或 3+1+1本

碩連讀項目） 

本科 文理兼報 4 

21 

經濟學類（全英文教學，含

金融學專業，中美 121雙學

位班,可接軌CFA美國特許金

融分析師) 

本科 文理兼報 4 

經濟與金融學院 

22 金融學 本科 文理兼報 4 

23 
經濟學類（含經濟學、國際

經濟與貿易、電子商務） 
本科 文理兼報 4 

法學院 24 法學 本科 文理兼報 4 



 3 / 3 
 

學院 代碼 專業名稱及方向 層次 招生科類 學制 

體育學院 25 體育教育 本科 
文理兼報 

術科專業 
4 

文學院 26 
中國語言文學類 

（含漢語言文學） 
本科 文理兼報 4 

外國語學院 
27 英語 本科 文理兼報 4 

28 日語 本科 文理兼報 4 

醫學院 29 臨床醫學 本科 理工 5 

工商管理學院 

30 會計學 本科 文理兼報 4 

31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

市場行銷、人力資源管理、

物流管理） 

本科 文理兼報 4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32 公共管理類（含行政管理） 本科 文理兼報 4 

旅遊學院 33 
旅遊管理類（含旅遊管理、

酒店管理） 
本科 文理兼報 4 

美術學院 34 
設計學類（含視覺傳達設

計、環境設計、產品設計） 
本科 

文理兼報 

術科專業 
4 

 

備註： 

1.選讀術科專業（音樂學、舞蹈學、體育教育及設計學類）的學生不單獨組織術科考

核，但要求學生具有相應的專業基礎（我校原則上僅招收第一專業志願填報術科專業

的學生）。 

2.根據國家教育部門和我校學籍管理的相關規定，術科專業、國際商務(全英文教學，

可接軌英國名校 3+1或 3+1+1 本碩連讀項目）和經濟學類（全英文教學，含金融學專

業，中美 121雙學位班,可接軌 CFA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的學生入學後不可申請轉入

其他普通類本科專業，其他普通本科專業學生入學後亦不可轉入以上所述專業。 

3.報考英語和全英文教學專業的學生，我校將適當考慮英語單科成績；報考金融學、

會計學等專業的學生，我校將適當考慮數學單科成績。 

4.表格列出的為我校境外學生推薦就讀專業，學校制定專門的培養方案，其他不在目

錄的專業，不專門編制境外生培養方案。 

5.以上專業設置為 2020年情況，2021年招生專業目錄以當年最終安排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