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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奖学金申请简则 
（香港岭南大学） 
（2020 年度） 

 
1．名 称：本奖学金定名为“香港岭南大学非本地学生奖学金”。 
 
2．宗 旨： 鼓励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高中或持有华文独立中学高中统一考试证书毕业生在学术领域继续力争

上游，让更多成绩优异、家庭经济需要资助的学生继续深造，完成大学学业，为华社及国家培育英才。 
 
3．大 学 简 介： 香港岭南大学（简称岭大）是香港的博雅大学，于 1888 年在中国广州创校，1967 年在香港复校，是香

港高等院校之中历史最悠久的学府之一。岭大于 2015 年获《福布斯》评为「亚洲十大顶尖博雅学院」
之一，并于 2018 QS 亚洲大学排名中成功跻身「亚洲首百间最顶尖大学」之列。 
 
岭大设有文学、商学及社会科学 3 个学院，提供多种学士学位课程、哲学硕士／博士学位课程及修课
式高级学位课程，现时本科生接近 2,600 名。 

以「作育英才·服务社会」为校训，岭大为首间将服务研习的概念融入博雅教育的高等学府。同时，
透过学习和文化交流及跨越课堂的学习经验，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促进全人发展。岭大以跨学科课
程、精细规模及紧密师生关系为博雅教育的核心元素，特别重视校园环境及宿舍生活，为香港唯一一
间为所有学生提供四年全宿的大学。 

下列学费及宿费为 2019-20 年度收费；2020-21 年度收费有待检讨： 

学费：每年港币 140,000 元 
宿费：每年由港币 9,660 元至 13,080 元 

 
4．入 学 查 询：香港岭南大学教务处本科生入学组 
      地址：香港新界屯门青山公路八号黄氏行政大楼地下 

电话：+ 852-2616-8750 电邮：UGadm@LN.edu.hk 
传真：+ 852-2572-5178 网址：www.LN.edu.hk/admissions/ug/overseas  

 
5．奖学金名额：每年 1 至 2 份奖学金（包括全额／半额／免学费／半免学费） 
 
6． 年      限： 奖学金最多为期 4 年（得奖学生入学后每学年的成绩均须达到指定标准，方可继续接受奖学金的资助。） 
 
7．科 系：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本科课程  

(www.LN.edu.hk/admissions/ug/programmes) 

Arts 

人文学 

 BA (Hons) in Chinese 中文（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Studies 当代英语语言文学课程（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 History 历史（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 Philosophy 哲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 Translation 翻译（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 Visual Studies 视觉研究（荣誉）文学士 

Business 

商学 

 BBA (Hons) 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Streams: （1）Accounting 会计 
学科组别 （2）Finance 财务 
 （3）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4）Marketing 市场学 

 BBA (Hons) - Risk and Insurance Management 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 风险及保险管理 

 LEO Dr David P. Chan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Data Science 岭南教育机构陈斌博士数据科学
（荣誉）理学士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BSocSc (Hons) 社会科学（荣誉）学士 
Discipline Majors: （1）Economics 经济学 
主修 （2）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 
 （3）Psychology 心理学 
 （4）Sociology 社会学 
Streams 学科组别: Social and Public Policy Studies 社会与公共政策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跨学科  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Global Liberal Arts 环球博雅教育（荣誉）文学士 

 
8．申 请 资 格：8.1  马来西亚公民； 

8.2  良好体魄、品行良好、课外活动活跃； 
8.3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高中统一考试成绩：6 科总积分不超过 12 分（当中须包括英文）； 
8.4  岭大以英语为课堂教学语言，申请者须符合下頁所列其中一项英语最低入学要求： 

  UEC Senior English Language B4 级 
  MUET Band 4 
  SPM 英文 1119 C 级 
  STPM 英文 C 级 
  托福试（TOEFL）79 分（网络考试 internet-based） 
  雅思（IELTS）国际英语水平测试 6.0 分 
  其他岭大认可之英语资历（www.LN.edu.hk/admissions/ug/overseas/apply/admission-requirements） 

8.5  大学亦欢迎学生以自费方式申请入学。 

mailto:UGadm@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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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申 请 日 期： 9.1  奖学金申请由即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22 日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9.2  自费申请入学申请由即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截止。 
 

10．开 学 日 期：9 月初 
 

11．申 请 手 续：11.1  申请简则及表格可上网直接下载。 

11.2  申请者须填写及提交下列申请文件： 

11.2.1  《大学奖学金申请表》（须粘上 5 cm 的半身近照一张）； 

11.2.2  申请表须于填妥、粘妥照片后连同附属文件【如原校校长推荐函、自传（若有）、统考

证书】另外  复印 4 份  ，依序装订成 5 套提交本会。 

11.2.3  香港岭南大学入学申请表： 

※ 步骤一：请至香港岭南大学网站（www.LN.edu.hk/admissions/ug/overseas/apply/how-to-apply） 

填写网上入学申请表及于网上申请表中填写有关申请奖学金的相关部份，并 

            将本会奖学金申请表以附件方式交予香港岭南大学。网上报名费获大学确认 

         后可获豁免。请于提交申请时于 Application Fee Waiver Code 一栏输入豁免 

              报名费代码（代码可向本会索取）。成功于网上提交申请后，请打印 

               “Acknowledgement of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作实； 

※     步骤二：然后连同以下的证件复印本及附属文件一并提交本会： 

                            11.2.2.1  高中毕业证书； 

                             11.2.2.2  高中最后三年成绩报告表； 

                        11.2.2.3  高中最后三年证书、奖状及校外考试文凭（如 SPM）； 

       11.2.2.4  其他学历证明文件[ 如托福试（TOEFL）或雅思（IELTS）国际英语水平测试      

             成绩等]。                

                      ※      上述各证件复印本，须经原校校长签证方属有效。 
 
11.3  缴交手续费 RM 50，支票或邮政汇票（Wang Pos）抬头请写：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11.4  若以自费方式申请入学，请联系香港岭南大学教务处本科生入学组协助办理入学手续。 

11.5  填妥的申请材料请于申请日期截止前寄至： 

董总学生事务局（奖贷学金）- 香港岭南大学奖学金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电 话：03－8736 2337 分机 229（林小姐、李小姐） 

传 真：03－8736 2779 

电 邮：scholarship@dongzong.my 

咨询时间：9.00 a.m. → 11.00 a.m. 

2.00 p.m. → 4.30 p.m.  

11.6  相关材料提交不完整者，恕不处理，且所有的申请材料恕不退还。 
 

12．审 核：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奖贷学金委员会负责审核遴选，并把获选学生名单推荐予大学，由大学为最后

审定，  任何质询恕不受理 。 
 

13．本简则若有未尽善处，本会可随时增删之。 

 

 

 

 

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 

奖贷学金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修订 

 

 

 

注： 

如不符合奖学金申请资格者但有兴趣以自费入学形式报读香港岭南大学，请于 香港岭南大学网站
（www.LN.edu.hk/admissions/ug/overseas）提交网上入学申请时选取有关选项。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ug/overseas/apply/how-to-apply
https://www.ln.edu.hk/admissions/ug/overse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