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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嶺南大學 

2.1 學校簡介 

嶺南大學（英語:Lingnan University，縮寫 Ling U），簡稱嶺大/Ling U，是香港唯一的一所公

立博雅大學，歷史悠久，以傳承博雅教育傳統及發展優質教學為目標，坐落於香港新界屯門青

山公路嶺南段 8 號，校訓為「作育英才，服務社會」。 

嶺大是亞洲領先的博雅大學，在 2021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中，「國際師資比例」、「外來交換生

人數」及「出訪交換生人數」均位列第一；在 2021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影響力排名中的「優

質教育」名列全球第三；而在 2022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嶺大在「國際師資比例」佔第 33 位。 

 

2.2 校徽 

嶺南大學校徽由已故的司徒衛校長所設計。白雲山表達人生最高理想；珠江是嶺南教育的傳承；

荔枝樹充滿果實，象徵對實現「為神為國為嶺南」的承擔；小徑代表默默耕耘與邁向未來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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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願景、使命和核心價值  

 

2.4 畢業生特質 

完成修課式研究生課程後，嶺大畢業生將具備以下的特質： 

1 獨立的具有慎思明辨能力的學者 

嶺大畢業生將擁有深入的學科知識以及各種專業

和學術技能。 

2 高階專業問題解決者 

嶺大畢業生將深入瞭解學科知識，能創造性

地解決複雜問題，並提供創新解決方案。 

3 慎思明辨及創造性 

嶺大畢業生將具備慎思明辨能力，並在其研究領域

或專業學科領域具有創造性的視角和視野。 

4 熟練的溝通者 

嶺大畢業生將是高階溝通者，能夠以書面、

數位和口頭方式清晰和連貫地表達。 

5 具有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研究人員 / 專業人士 

嶺大畢業生進行研究或專業實踐時，能夠慎思明辨，具有道德和社會責任感。 

願景 

成為一所享譽國際、在亞洲首屈一指的博雅大學，在教學、研究和社會參與方面有優秀的表現。 

使命 

嶺南大學致力 

• 提供融合最優秀的中西博雅教育傳統的優質全人教育； 

• 培育學生全方位的卓越才能，並向他們灌輸其核心價值； 

• 鼓勵教師和學生以原創性的研究和知識轉移貢獻社會。 

校訓 

• 作育英才，服務社會 
核心價值 

構建學生和學者老師共同研習的群體 

嶺大旨在構建一個學生和學者老師共同學習和研究

學問的群體。師生互相尊重包容、經常保持開放的

態度，接受多元文化和不同意見，維護學術和言論

自由，並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全人培養和全方位發展 

嶺大竭力培育學生實現全人和全方位發展。鼓勵學

生努力學習獨立思考和慎思明辨的能力，發揮創意

勇於創新，掌握優良的溝通技巧和高水平的語文能

力，培養社會責任感、個人品德、文化修養和終身

學習的熱忱。 

社區參與和社會責任 

嶺大鼓勵所有成員關心別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服務本地和其他社群，並為人類謀求福祉。 

 

嶺南精神 

嶺南大學始於 1888 年在廣州創立的「格致書院」，

多年以來一直承傳着嶺南精神，把嶺南人聯繫在一

起，直到今天仍然是嶺大的核心思想。嶺南精神的

特點是熱情、忠誠、堅毅、包容不同的思想和文化，

而且積極為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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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 MIDE 課程  

 

3.1 課程目標與特色 

嶺 南 大 學 國 際 與 發 展 經 濟 學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Master of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MIDE ) 是香港首個專注於一帶一路倡議與經濟發展（特別是灣區

經濟發展）、以中文（普通話）為主要授課語言*的修課式研究生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以全球

經濟及發展為主的學科培訓，讓他們能夠從不同角度深入認識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政策在經

濟、金融、社會、政治和環境等方面所帶來的影響。 

開辦 MIDE 的目標，是銳意培養一批尤其有意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及不同灣區之間從事金融、

銀行、商業與貿易、專業服務、公共服務、學術研究等領域高端人才；同時，希望為有意更深

入認識中國發展的外國學生，提供一個以中文為本的全面認識中國發展的機會，以便日後進入

中國內地一展所長。 

MIDE 除了會提供課程教學外，亦會： 

⚫ 恆常邀請業界知名領軍人物及駐華／駐港外國使節為學生介紹有關範疇和地區的最新發展； 

⚫ 為學生提供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及內地不同灣區（尤其有關自貿區）的考察； 

⚫ 為學生提供重點企業及機構實習等。 

理論及實戰兼備，尤其適合已有營商經驗的學生入讀。 

*個別學科可能會因應學生需求情況而設中、英語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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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學資格 

申請者須： 

⚫ 持有認可大學之學士學位，而其榮譽等級通常須為乙等或以上；或 

⚫ 於認可大學之榮譽學位課程畢業，且本科課程考獲之平均成績通常須達乙級或以上；或 

⚫ 於專上學院完成一項課程，並考獲一相等於榮譽學士學位之專業資格； 

如申請人的學士學位是由非英語授課的院校頒授，申請人需要提交一項英語能力測試成績 (例

如雅思 IELTS, 托福 TOEFL 等）或其他同等的英語資格#的證明。 

如非華語學生申請入讀，或須出席錄取委員會安排的面試。 

如申請人在其履歷、面試表現中具領導才能，並有 10 年或以上工作經驗，將作優先考慮。 

 

 

3.3 學費 

2022/23 學年度學費為:   

本地生：港幣 120,000 元 

非本地生：港幣 185,000 元 

以上學費不包括入學前的預備課程及個別學生需完成英語課程費用。 

 

 

 

#若申請人於遞交申請時，所提交的英語成績並非大學官方的英文能力測試成績如雅思 IELTS 或托

福 TOEFL 成績，學生於入讀後需要完成大學提供的英語課程及活動以提升英語能力及國際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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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課程結構 

修業年期 

全日制 兼讀制 

一年（合共兩個學期） 兩年（合共四個學期） 

 

課程結構 

學生需修滿 30 學分（即完成 10 門 3 學分科目）才能畢業。當中包括 6 門必修科目，以及 4 門

選修科目。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6 門必修科目，每科 3 學分，合共 18 學分 4 門選修科目，每科 3 學分，合共 12 學分 

① IDE501 發展微觀經濟學 

② IDE502 發展宏觀經濟學 

③ IDE503 發展經濟學 

④ IDE504 國際貿易            

⑤ IDE505 當前國際經濟與發展經濟學的問

題 

⑥ IDE515 研究方法 

① IDE506 國際貨幣與金融 

② IDE507 全球化與經濟發展 

③ IDE508 中國與世界經濟 

④ IDE509 國際政治經濟學 

⑤ IDE510「一帶一路」倡議：歷史、政治、

經濟及社會 

⑥ IDE511 中國經濟發展 

⑦ IDE512 經濟發展中的政治經濟 

⑧ IDE513 環境議題與可持續發展 

⑨ IDE514 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 

⑩ IDE518 產業經濟學與政策 

* 選修課程開設與否取決於學生需求及學系教師的教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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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課程及學習活動 (由大學其他部門提供)： 

① 高级商務溝通 (Advanced Business Communication) 

② 學術寫作英語 (English for Academic Writing) 

至少參與一次英語專業研討會或英語學習活動 

 

除英文課程及學習活動外，所有學科會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輔以英文解說，學生可選擇以

中文提交作業或回答考試問題；個別學科可能會因應學生需求情況而設中、英語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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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學術規定 

所有學生必須遵守大學的學術守則及需定期留意課程網頁的更新﹕

 

 更多相關的學術守則﹕ 

• Regulations Governing Taught Doctoral/Master's Degree Programme 

•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Format of Theses 

• Regulations Governing University Examinations and Course Work 

• Regulations Governing Discipline of Students 

• Guidelines for Learning 

• Library Rules, Regulations & Policies 
 
其他相關校園守則 

除大學規章所列明的守則外，所有學生亦應遵守以下校園守則： 

• 學生不得在演講廳、教室、實驗室、考試場所及大學指定的任何其他區域進食或飲水。 

• 校園內所有室內和開放區域嚴禁吸煙。 

• 大學禁止任何形式的賭博或投注。 

• 不允許在演講廳、教室和實驗室使用行動電話或尋呼機。 

 

  不遵守上述任何一項將會上呈學生紀律委員會處理。 

 

4.1 學生分類 

學生在本課程的第一年或第二年會定為 1 年級或 2 年級學生。如果學生在一個學期內註冊多於

12 個或更多的學分，學生被歸類為全日制學生。如果學生在一個學期內註冊少於 12 個學分，

則被歸類為兼讀學生。 

4.2 增加、刪除和更改課程 

增加、刪除和更改課程通常在該學期的第一周進行。課程辦公室會提前電郵通知學生，在第一

週的課堂內，學生可以出席他們感興趣的課程。如需更改任何已選擇的課程，學生必須獲得任

教課程老師的批准，並依時向課程辦公室遞交增加、刪除和更改課程表格。學生如希望在一個

學期內修讀超過 5 門科目，需要先獲得課程主任的書面許可。 

詳見可參閱大學文件: https://ln.edu.hk/sgs/_content/media/regulations_pg.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73124/regulations_pg.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73124/regulations_pg.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61483/regulations_theses.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61483/regulations_theses.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57867/arue21.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57867/arue21.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57868/rgds21.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57868/rgds21.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44278/englearning.pdf
https://www.library.ln.edu.hk/en/about/policies
https://ln.edu.hk/sgs/_content/media/regulations_p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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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關於論文及課程作業 

MIDE 課程學生在提交課程論文等作業時，所提交的紙本版和電子版文件均須使用本課程指定

格式的封面。 

避免抄襲 

所有 2017-18 學年入學的研究型研究生（RPg）和授課式研究生（TPg）學生，都必須在嶺大

第一學期學習結束前完成一在線教程。完成在線教程後並通過勾選課程結束時的複選框來確認

完成的程序。若 TPg 學生未能在第一學期結束時完成在線教程，課程辦公室可以刪除他們在

第二學期註冊的課程。更多有關詳情，請按連結以了解更多:  

https://ln.edu.hk/cht/tlc/support-for-students/avoiding-plagiarism/ 

 

此在線教程約一小時，包括視頻和練習。 學生可於 Lingnan Portal 或按以下連結查閱： 

 

https://pla.ln.edu.hk 

iThenticate 

鑒於所有研究生在學習期間提交會議論文、期刊文章、研究手稿、資助申請和學術檔等的需求

日益增加，大學的資訊科技服務中心(ITSC) 進一步訂閱了 iThenticate 許可證，以涵蓋所有授

課式研究生和研究型研究生使用 iThenticate 的情況。  

 

iThenticate 是一個抄襲偵測和防止抄襲的網上平台，允許學生在呈交作品/作業前及早偵測有

否抄襲的情況出現。 學生可登入 ITSC HELPDESK 申請及啟動 iThenticate 帳戶。 

有關使用 iThenticate 的更多資訊，請登入 https://www.ln.edu.hk/itsc/services/learning-

and-teaching-services/plagiarism-ithenticate。  

  我們建議學生於呈交作業論文前使用以此平台以防止抄襲的情況出現。 

論文封面模板見【附件 A】 

論文參考資料格式見【附件 B】 

https://ln.edu.hk/cht/tlc/support-for-students/avoiding-plagiarism/
https://pla.ln.edu.hk/
https://www.ln.edu.hk/itsc/services/learning-and-teaching-services/plagiarism-ithenticate
https://www.ln.edu.hk/itsc/services/learning-and-teaching-services/plagiarism-ithent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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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術操守 

MIDE 課程期望修讀本課程的每一位同學都能夠時刻堅守學術誠信，本課程將會嚴肅處理任何

有違學術誠信方面的行為。詳情請參閱學校相關規定： 

https://www.ln.edu.hk/cht/current-students/student-orientation/academic-pursuit/academic-integrity/ 

此外，每一位同學都需要完成關於如何防止抄襲的網上課程及相關的工作坊。 

4.5 學習進程及畢業要求 

學習進程 

學生必須達到 2.33 分或以上的成績平均績點 (cumulative GPA ) 才能進入下一學期。如果學

生的成績平均績點為 2.33 分或以上，但卻低於 2.67 分（畢業水準），課程辦公室會向學生發

出警告。 

畢業要求 

學生必須按照課程表中的規定完成總共 10 門課程並達到課程最低的出席率，合共 30 學分。 

MIDE 課程的最低成績平均績點 (cumulative GPA ) 要求為 2.67 分。 

如果學生在第一學期完成不少於五門課程，成績平均績點不低於 2.33 分，並且決定不繼續就

讀本課程，學生將獲得研究生文憑。 學生接受研究生文憑即代表不會繼續並完成本課程。 

4.6 課程考勤準則及請假申請 

課程考勤準則 

本課程之學生必須遵守各科最低的課堂出席率要求(如有)，否則將會被取消該科之考試資格，

而有關科目亦即會被評為Ｆ等級。學生須重修該科目，並繳交相應的學費。 

https://www.ln.edu.hk/cht/current-students/student-orientation/academic-pursuit/academic-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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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申請 

因故缺席課堂的學生，可透過以下其中一個途徑向辦公室和任課教授請假： 

1) 向 MIDE 課程辦公室發送請假電郵 mide@LN.edu.hk （請清楚列明所需請假的時間/時

段），並請由課程辦公室向任課教授轉逹請假申請。       

 

或 

 

2) 向任教科目的教授發送請假電郵（請清楚列明所需請假的時間.時段），並將該封電郵 CC（電

郵副本抄送）至 MIDE 課程辦公室郵箱 mide@LN.edu.hk 申請請假。 

 

發出請假電郵通知後，請於請假日起計的一周內將請假證明（如醫生診斷書等證明文件正本或

其他相關證明文作件），提交予經濟學系修課式研究生課程辦公室。如未能按時呈交相關請假

證明文件或遇上任何突發情況，必須事前先以電郵與辦公室職員聯繫，得到確認後才作申請有

效。 

 

*請假電郵參考如下： 

致 MIDE 課程辦公室-： 

 

本人____________（學生姓名），學生編號為____________。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請假_____天。請假時間由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星期____）至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星期____）。 

 

請假證明隨函奉上，敬希審視為盼。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 所有請假申請必須以電郵書面申請。不接受以口頭、微信或電話形式辦理請假。) 

 

注意: 

1. 病假或事假並不能抵銷出席率。 

2. 當學生出現出席率過低之情況，課程辦公室會向學生發出警告。 

3. 如有學生以任何形式假冒出席情況，包括冒簽出席表或找人「頂包」等，將直接交由

大學予以嚴厲處分，幫忙冒簽的同學也會受到相應處分。 

mailto:mide@LN.edu.hk
mailto:mide@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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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止學習 

教務會可根據委員會的建議，在學生表現不理想或未遵守學校規例情況下，隨時終止學生的

學習。 

學生通常在以下情況會有機會被中止學習:   

 

 

 

 

4.8 申請學業成績單 

學生如需要申請學業成績單，請自行到教務處(黃氏行政大樓)申請並繳交費用，一般需要大約 7

個工作天才完成。 

4.9 申請在讀證明書 

學生如需要申請在讀證明書，請電郵至 MIDE 課程辦公室 (電郵地址 : mide@LN.edu.hk)，並

列明學生姓名、編號及申請的理由。課程辦公室收到其申請後，一般需要約 5 個工作天處理。 

5 學術評審及上訴 

5.1 評分等級 

以下是在學業成績單上顯示的評分等級(英文) 及積點。 

1. 學生的成績平均績點低於 2.33 分。 

2. 學生未能如期在最高修業年期內修讀所有學分。 

3. 學生未能達到課程的最低畢業要求。 

mailto:mide@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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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成績評分上訴 

同學如對課程成績有異議，請於指定時間內向課程辦公室遞交成績上訴申請表格並繳交費用

（本學年的申請費為港幣 200 元正，直至學校另行公佈為止）。 

  

5.3 科目重修  

如因任何緣故要重修科目，同學必須要在限期前重新遞交增加、刪除和更改課程表格，及繳交

有關學費。請注意同一科目只允許同學重修一次。 

6 校園設施 

嶺大校園位於香港新界屯門北部，佔地約 11 公頃，設施包括：大學主樓（內有大學圖書館、綜

合資訊科技學習及自修中心、演講廳）、6 座供學術及研究部門使用的教學樓、行政大樓、永安廣

請注意，同學於申請上訴期間不得與其科目的老師有任何的聯繫或查詢，否則其上訴將

會視作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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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室外運動場、室內體育中心（內有籃球場、手球場、網球場、乒乓球室、兩個壁球場、兩個

排球場、6 個羽毛球場）、康樂設施大樓（內有學生飯堂、西式餐廳、中式酒樓、學生會辦公室及

會議中心）、天幕廣場、大會堂、室外國際標準游泳池和庭院花園、池塘及涼亭。 

學校主要大樓  

大樓全稱 大樓簡稱 主要用途 

李運強教學大樓 MB 

圖書館 

自修室 

資訊科技服務中心 (ITSC)  

演講廳 

梁方靄雲藝術廊等 

黃氏行政大樓 AD 

教務處 (Reg) 

信房 

保安室 

黃玉蘭樓 WYL 

學生事務處 (OSA) 

經濟學系修課式研究生課程辦公室 

(WYL 301) 

經濟學系辦公室 

林炳炎樓 LBY 
演講廳 

課室 

劉仲謙樓 LCH 課室 

郭少明伉儷樓 SEK 
24小時電腦室 

自修室 

梁球琚樓 LKK 課室 

劉李婉嫻康樂樓  LYH  學生餐廳、中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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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地圖 : https://www.ln.edu.hk/co/facilities/campu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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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學生醫療優惠計劃與境外保險 

7.1 就診 

校園範圍內並沒有學生/職員醫療診所，但全日制學生可持學生証到指定診所就診，可享由本校

提供的指定醫療優惠。欲了解指定診所名單，請登入 https://www.ln.edu.hk/osa/health/medical-

dental/student-medical-benefits-scheme。 

醫療計劃 

保障範圍 不受保範圍 

1. 普通科門診包括三天基本藥物或抗生素（如

適用） 

2. 一般簡單 X-光及化驗 - 必須出示由校園指

定診所的醫生所簽發之醫生信 

求診指引 

1. 醫生診症時間或會更改，敬請致電預約 

2. 出示學生證給當值護士登記 

3. 每次診症需要繳付診金港幣 20 元正予醫生 

4. 簽名於賠償表上及不可在同一天內簽署超過

一張賠償表，每天只限求診一次 

5. 保留病人副本以作紀錄 

6. 此計劃並不包括專科門診，但你仍可以以港

幣 350 元正之優惠診金接受專科治療 

1. 於受保生效日期前所患的疾病 

2. 長期服用之藥物及特效藥 

3. 非因醫療疾病及意外而作的健康檢查及其他

檢驗 

4. 非網絡醫生之醫療及牙科護理 

5. 視力檢驗 

6. 精神病及心理治療 

7. 先天性缺憾或有關之疾病 

8. 兩性絕育手術 

9. 因自殺或瘋狂而引起之損傷 

10. 預防注射 

11. 愛滋病及因愛滋病而引起之疾病及性病 

12. 懷孕或懷孕所引起之任何護理或疾病 

13. 不育症及人工受孕 

14. 因美容所需要之治療 

15. 專科門診及藥物 

學生牙齒保健計劃 

全日制學生也可持學生証到指定牙科診所就診，可享醫療優惠。欲了解指定牙科診所名單及其

收費情況，請登入 https://www.ln.edu.hk/secure/f/upload/62763/2021-

2_LUStudentDental_WellBeing_Leaflet_20210810.pdf 。 

https://www.ln.edu.hk/osa/health/medical-dental/student-medical-benefits-scheme
https://www.ln.edu.hk/osa/health/medical-dental/student-medical-benefits-scheme
https://www.ln.edu.hk/secure/f/upload/62763/2021-2_LUStudentDental_WellBeing_Leaflet_20210810.pdf
https://www.ln.edu.hk/secure/f/upload/62763/2021-2_LUStudentDental_WellBeing_Leaflet_202108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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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境外保險 

若學生因學習需要而出席境外交流團或境外活動，辦公室會為同學額外添加相關的保險。若於

活動中出現特殊事故，請馬上聯絡辦公室職員有關保險索賠事宜。 

7.3 校園輔導服務 

學生事務處(OSA)會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在校心理輔導服務。 

可登入 https://www.ln.edu.hk/osa/counselling 以了解相關詳情及申請預約服務。 

在校心理輔導服務：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12:30 及 13:30-17:21 

星期六、日及公共假期： 休息 

辦公室地址：  劉李婉嫻樓 3 樓 318 室 

 

  

https://www.ln.edu.hk/osa/couns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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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園費用繳費方式 

8.1  香港境內付款方法 

By Cash / Cashier’s Order 現金/本票 

Cashier’s Order should be crossed and made payable to “Lingnan University”. Please write down the 

“Payment Reference No.” and student name at the back of the Cashier’s Order.  

本票收款入必須為“Lingnan University”，並請在本票背面以鉛筆寫上你的「姓名及繳費編

號」。 
 

Send a scanned copy to MIDE office and keep the pay-in-slip as shown below returned by the bank 

as a proof of payment.  

請掃描由銀行發出的繳費收據並以電郵方式通知經濟學系修課式研究生課程辦公室已完成繳

費程序，然後請自行保留該收據。 

 

 

Through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ATM) 通過自動櫃員機(ATM) 

If you have an ATM card issued by HSBC, Hang Seng or JETCO, you may settle your fees at the 

ATM by following the steps shown in the chart below: 

如你持有由香港匯豐銀行、香港恒生銀行或銀通發出的 ATM 卡，可按以下步驟進行繳費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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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e-Banking 通過網上銀行 

(a) Payment deducted from your Bank Account  

直接從銀行戶口轉帳 

 

 

 

(b) Bank Bill Payment by Credit Cards issued by the participating banks  

以信用卡轉帳 

 

When you settle your fees with Credit Cards through e-banking, please key in: 

 
1. Bill Account Number" (11 digits) as shown on the “eTuition / eHostel Fee Note” 

 
2. Print or write down the “Payment Reference No.” as a proof of payment 

 

HSBC / Hang Seng Bank 

ATM Machine 

JETCO 

ATM Machine 

1. Select “Bill Payment” (繳費服務) 1. Select “Bill Payment” (繳費) 

2. Select "Education - Universities 

(教育學府–大學)" 

2. Select "Education (專上學院)" 

3. Select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 

4. Enter : 

⚫ Bill Type (賬單類別) : “01” 

⚫ Payment Reference Number (賬單號碼)" : 11 digits as shown on the “eTuition / eHostel Fee Note” 

⚫ Amount : as shown on the “eTuition / eHostel Fee Note” 

5. Collect and retain the customer advice as proof of payment 請保留收據 

On the ‘Bill Payment’ page: 

1. Select “View & Pay Bill” 

2. Add New Bill and Select “Lingnan University” 

3. Bill Type – Select “01” 

4. Bill Account Number (11 digits) as shown on the “eTuition / eHostel Fee Note” 

5. Print or write down the “Payment Reference No.” as a proof of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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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by Phone Services (PPS)   

以繳費靈轉帳 - PPS Merchant Code 商戶編號 – “9154” 

Payment may be made by funds transfer from any designated bank account in Hong Kong using a 

touch-tone phone or via the PPS website http://www.ppshk.com. Please call 18011 (English) / 18013 

(Cantonese) for bill registration and 18031 (English) / 18033 (Cantonese) for bill payment. 

 

可以通過電話或登入繳費靈網站 http://www.ppshk.com 從香港任何指定銀行賬戶轉賬。請

撥打 18011（英文）/ 18013（廣東話）登記賬單，並撥打 18031（英文）/ 18033（廣東話）

支付賬單。 

 

 

Important Notes 注意事項: 

a) All bank charges should be paid by the remitter and should not be deducted from the 

remittance. 所有銀行手續費應由付款人支付，不可從款項中扣除。 

b)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a penalty of HK$500 and HK$300 will be 

charged on late payment of tuition fee and hostel fee respectively. 

    按大學規定，逾期繳交學費的學生須繳付罰款500港元，而逾期繳交宿費須繳付罰款300港元。 

c) Please note that if you pay by credit card through ATM/E-banking/PPS, you may have 

to pay a charge to your credit card issuing bank. 如你以信用卡透過自動櫃員機/網上銀行/

繳費靈繳費，當中可能會產生額外銀行手續費，請自行承擔該手續費。 

d) Although the payment data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University electronically, it is 

advisable to keep a proof of payment yourself. 雖然繳費資料會以電子傳送方式轉至學校，

但請保留收據作記錄用途。 

e) For payment by ATM, E-banking and PPS, please input Payment Reference Number (11 

digits) as shown on the “eTuition / eHostel Fee Note” in the field “Payment Reference 

Number “or “Bill Number” or “Account Number” or “Student Number”, 

depending on the service provider. 

如你以自動櫃員機/網上銀行/繳付靈繳費，請輸入由 11 位數字編成的繳費編號(即於 eTuition 

/ eHostel Fee Notel 中所顯示的“Payment Reference Number“或“Bill Number”或

“Account Number”或“Student Number”，以服務供應商為準)。 

f) If you have any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s. Wan/ Ms. Cheung (Tel: +852 2616 7638 or 

8349). 如有任何查詢， 請聯絡溫小姐或張小姐(電話: +852 2616 7638 或 8349)。 

When you settle your fees with PPS, please key in: 

1. PPS Merchant Code 商戶編號– “9154” 

2. Bill Account Number (11 digits) as shown on the “eTuition / eHostel Fee Note” 

3. Bill type – “01” 

4. Write down the “Payment Reference No.” as a proof of payment 

http://www.pp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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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香港境外付款方法 

(1) Via Flywire 通過 Flywire 

Lingnan University accept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through Flywire which allows you to 

pay from almost any country and any bank in your home currency.  

嶺南大學通過Flywire接受國際付費，讓您可以從幾乎任何國家和任何銀行，使用您當地的貨幣

支付費用。 

 

Depending on your remitting country, Flywire currently offers the following payment 

options: 根據您的匯款國家/地區，Flywire目前提供下列付款方式： 

Domestic Bank Transfer 國內銀行轉賬 Master Card 萬事達卡 

eBanking 電子付款 American Express 美國運通 

Visa Card 信用卡 UnionPay 銀聯 

Paypal 貝寶  

Important Notes 注意事項: 

a) Due to cost differences/exchange rate, students are reminded to note the exact amounts 

required before selecting their payment options. 

由於成本/匯率差異，同學在選擇付款方法時，須留意所需支付的確實金額。 

 

 b) Additional bank charges may be generated due to Flywire all bank charges should be paid by 

the remitter and should not be deducted from the remittance. 

使用Flywire時可能會產生額外銀行手續費，轉帳人須自行承擔銀行手續費及不可從匯款中扣除。 

**注意:  

Access to https://payment.flywire.com/pay/payment or scan the below QR code to pay via 

Flywire. 登入 https://payment.flywire.com/pay/payment 或掃描以下QR碼付款。 

 

Please refer to the below Payer Guide for details of making international  

payments via Flywire. 

有關通過Flywire進行國際付款，請參閱以下的「付款人指南」。 

Payer Guide: https://www.ln.edu.hk/f/upload/48057/LUH_Payer_Guide.pdf  

      **請務必於 Programme of Study 中選擇“MSC-IDE”，以辨別為 MIDE 學生之款項。 

https://payment.flywire.com/pay/payment
https://payment.flywire.com/pay/payment
https://www.ln.edu.hk/f/upload/48057/LUH_Payer_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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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shier’s Order/Bank Draft 銀行本票/匯票  

You may send a Cashier's Order of Bank Draft in Hong Kong Dollar in favour of 

“Lingnan University” at the exact amount required to Taught Postgraduate 

Programmes Office (ECON) – MIDE Tuition Section (WYL301, Dorothy Y L Wong Bldg.,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NT).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please write your name 

and student number at the back of the Cashier’s Order or bank draft by pencil.  

 

你可郵寄收款人為「嶺南大學」的港元銀行本票/匯票到「屯門青山公路8號嶺南大學黃玉蘭樓

301室經濟學系修課式研究生課程辦公室 - 學費組 (MIDE)。 

  為了識別每位學生的匯款，請在匯票背面以鉛筆寫上你的「姓名及學生編號」。 

Sample for Bank Draft 匯票的樣本 

 

 

 

(3) By TT 電匯 
 

Payment through T/T should be made with the following bank details on or before the 
due date: 
請於限期前電匯款項至下列銀行帳戶： 

Beneficiary Bank 收款銀行 CMB Wing Lung Bank Limited 招商永隆銀行 

Bank Address 銀行地址 45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香港德輔道中 45 號 

Beneficiary’s Account Number 

收款人帳號 

020-601-003-1151-8 

Beneficiary’s Name 收款人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 

Beneficiary’s Address 收款人地址 1/F, Wong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屯門青山公路 8 號嶺南大學黃氏行政大樓 1 樓 

SWIFT Code 環球財務通訊協會密碼 WUBAHK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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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Details 匯款資料 Example : “Name:Chan Tai Man, Student ID: 

1234567, payment for tuition and hostel fee” 

例如：「姓名：陳大文，學生證編號：1234567，繳交

學費及宿費」 

Remit Currency 貨幣 Hong Kong Dollars 港幣 

 
 

Important Notes 注意事項: 
a) All bank charges should be paid by the remitter and should not be deducted from the 

remittance. 

所有匯款的銀行手續費應由匯款人支付，不可從匯款中扣除。 

   

b)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a penalty of HK$500 and HK$300 will be charged 

on late payment of tuition fee and hostel fee respectively.  

按大學規定，逾期繳交學費的學生須繳付罰款 500 港元，而逾期繳交宿費須繳付罰款 300 港元。 

 

c) If you have any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s. Wan / Ms. Cheung (Tel: +852 2616 7638 or 8349). 

如有任何查詢， 請聯絡溫小姐或張小姐( 電話: +852 2616 7638 或 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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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學生郵箱、2FA、Zoom 及 VPN 

9.1 激活學生郵箱 

入學時，每位新生都會被分派一個嶺南大學的學生郵箱地址，例如： 

 

 

 

若你尚未激活學生郵箱，請立即登入 http://selfservice.LN.edu.hk 以啓動郵箱：

 

               

9.2 如何使用 2FA 

登入 myLingnan Portal 時，本校系統會要

求同學進行 2FA 認證，可參閱以下由 ITSC

提供的使用說明： 

https://www.ln.edu.hk/itsc/services/information-

security/two-factor-authentication/register-2fa-service 

9.3 如何使用 ZOOM 出席網上課程 

同學使用 ZOOM 出席網上課程時，可參閱以下由 ITSC 提供的使用說明： 

 

使用者名稱 Username: chan1234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chan1234@LN.hk 

 

http://selfservice.ln.edu.hk/
https://www.ln.edu.hk/itsc/services/information-security/two-factor-authentication/register-2fa-service
https://www.ln.edu.hk/itsc/services/information-security/two-factor-authentication/register-2fa-service


 

25 
 

https://www.ln.edu.hk/f/upload/45941/Using%20Zoom%20for%20a%20Meeting%20a

nd%20an%20Online%20Class.pdf  

9.4 如何使用 VPN 

嶺南學生可使用由 ITSC 提供的 VPN 服務，如欲使用，可參閱以下由 ITSC 提供的使用說明：

https://www.ln.edu.hk/itsc/services/network/vpn-connection 

如有任何與郵箱或技術支援問題(如忘記密碼、忘記使用者名稱、無法登入等)，請以以下方式與

ITSC 資訊科技服務中心職員聯絡： 

ITSC 資訊科技服務中心 

支援熱線： 2616 7995 

電郵： itsc@LN.edu.hk 

網址： https://www.ln.edu.hk/itsc/ 

辦公室地址 李運強教學大樓 2 樓 MB203 室 

 

 

https://www.ln.edu.hk/f/upload/45941/Using%20Zoom%20for%20a%20Meeting%20and%20an%20Online%20Class.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45941/Using%20Zoom%20for%20a%20Meeting%20and%20an%20Online%20Class.pdf
https://www.ln.edu.hk/itsc/services/network/vpn-connection
mailto:itsc@LN.edu.hk
https://www.ln.edu.hk/it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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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何使用 myLingnan Portal and Moodle 

myLingnan Portal： 

 

Moodle： 

主要用以申請重要文件（如非正式成績單）、

查看成績以及登入 Moodle 等。 
主要用以提交課程作業以及查重等。 

 

第一步：可通過以下兩種方式登入嶺南大學內聯網 Portal 

a) 直接登入： 
http://www.ln.edu.hk/intrane

t.htm 

 

b) 從嶺南大學 

網頁登入:   

  

https://ln.edu.hk/ 

 

按 “myLingnan Portal” (如圖示) 

第二步：輸入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與郵箱的相同)，即可成功登入 myLingnan Portal (嶺南大學內

聯網，如以下圖示)。 

https://www.ln.edu.hk/intranet.htm
https://www.ln.edu.hk/intranet.htm
https://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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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登入 Moodle (網上遞交論文系統)，請按以下步驟登入： 

 

1. 按 Academics > 2. 按 Moodle and ePortfolio >  

3. 按科目編號(如 IDE505) > 4. 按 “Term Paper”以上載論文 

 

如有任何與 myLingnan Portal 及 Moodle 或其他技術支援問題，請以以下方式與 ITSC 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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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何申請校園證明文件 (在讀證明、成績單、住宿證明等) 

學生可向 MIDE 辦公室申請以下證明文件： 

⚫ 在讀證明信 

⚫ 住宿證明信 (只限於被獲派嶺南大學學生宿舍之 MIDE 學生) 

⚫ 學生證明信 (用以申請香港入境處「不反對通知書」)  

請以電郵方式向經濟學系修課式研究生課程辦公室申請以上證明文件，並於電郵內註明你的英文

名稱、學生證編號、所申請之文件名稱及申請目的。 

如欲申請成績單，請向學校教務處(Registry)申請。 

教務處(Registry) 

電話： 2616 8750 

電郵：  registry@LN.edu.hk 

網址： https://www.ln.edu.hk/reg 

地址： 黃氏行政大樓地下 ADG08 

 

  

如欲申請其他證明文件，請電郵至經濟學系修課式研究生課程辦公室查詢。 

 

mailto:registry@ln.edu.hk
https://www.ln.edu.hk/reg


 

29 
 

12 重要手續 (非本地學生) 

同學們憑學生簽證抵港後，需要依法辦理香港居民身份證，並且到中聯辦辦理報到手續。 

 

12.1 香港居民身份證辦理 

香港法例規定，凡年滿11歲並獲准進入香港及逗留逾180天的人士，均須在入境後30天內，

前往香港特區入境事務處的人事登記辦事處申請身份證。辦妥香港身份證後，同學們可憑香

港居民身份證件由香港居民通道出入境香港。 

為減少排隊時間，建議同學們可先在網上預約(下方附網址)，進入後點擊“網上預約申領香港

智能身份證及預填表格”，後續按網頁裡的詳細說明進行操作即可，在此不贅述。 

  

  

 

 

預約網址：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hkic/bookregidcard.htm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hkic/bookregidca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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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辦理之前，還需要填妥一份申請表格。該表格可以在預約網址內點選預填表格(見上圖)提前

填寫，也可到辦事處內使用自助設施填寫電子表格。填寫該表時可以使用簡體字填寫，不能完全確

定的內容可以先不填寫，到現場提交時可以詢問現場工作人員依據提示再進行進一步填寫。 

辦妥後，請在預約好的時間，帶齊所需文件前往所選定的辦事處，到自助取籌機掃描預約通知書的

二維碼以領取籌號，並等待叫號即可。現場亦有後續的流程說明。身份證上的照片會現場拍攝，工

作人員一般會拍兩次供挑選，如果不滿意可以要求重拍。 

以上手續辦妥後，可即領取臨時身份證，處理身份證申請的時間一般約需 7 個工作天，無論是臨時

還是正式，都需要隨時攜帶以備檢查。 

 

 

 

登記身份證詳情: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hkid/reg_replace.html#above_18&firstTab 

提示 1：在預約的最後一步可以選擇辦事處。如果居住在嶺南大

學附近，建議前往屯門或元朗辦事處辦理。 

提示 2：領取身份證後，出入境時只能在標有香港居民的人工

通道排隊，並不支援電子通道。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hkid/reg_replace.html#above_18&first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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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聯辦報到註冊 

“中聯辦”全稱為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按照國家教育部的有關要求，內地來港就讀

本科、碩士、博士學位的全日制學生或將在香港高校從事研究工作連續時間超 6 個月的訪問學

者，在抵港後 3 個月內須按中聯辦內地生服務部門的指定方式辦理報到註冊手續。辦理報到註

冊將不收取任何費用。此證明可作為享受有關歸國人員優厚待遇的憑證等。如沒有報到並登記，

屆時一律無法享受歸國人員優惠政策。例如：在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辦理落戶、購

買免稅車等等。 

內地來港學生(學者)可通過以下網址或掃瞄以下 QR Code 完成報到註冊，不需要親自到中聯辦

學生證明辦理處辦理報到。 來港新生註冊網址：https://www.xxzminhk.com 

    

12.3 申請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 

在香港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課程而獲得學士學位或更高資歷的非本地學生（下稱「非本地畢

業生」），可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申請留港╱回港工作。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並無配額限制，亦不限行業。 

 

 

 

  

申請 IANG 詳情: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IANG.html  

https://www.xxzminhk.com/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IA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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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境外考察團資訊 

MIDE 的課程宗旨，就是讓同學了解一帶一路倡議和不同灣區之間的發展和未來路向；同學既

要讀萬卷書，也要行千里路。所以 MIDE 課程每學年都會組織一次境外考察團，以讓本課程同

學能夠實地感受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社會經濟發展成果。 

  *境外考察團詳情與費用資訊請與經濟學系修課式研究生課程辦公室聯繫。 

14. 惡劣天天氣安排 

惡劣天氣(熱帶氣旋及暴雨)課堂及考試安排 

（有關安排適用於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學生） 

 

學生請參照以下的課堂及考試安排： 

 

  

(甲) 當課堂或考試尚未開始前，將根據以下情況終止課堂或考試： 

1.     如香港天文台於下列時間或以後預告兩小時內將發出八號或更高之熱帶氣旋警告信

號； 

2.     如八號或更高之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於下列時間或以後生效。 

 

信號於 / 預定於下列時間或以後

生效 

受影響之課程 停課節數/時間 

上午六時至早上十時五十九分 日間課堂及考試 上午各節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三十

分之課堂及考試將會取消/延期） 

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三時五十九分 日間課堂及考試 下午各節 

  (上午十一時下午六時三十分之課堂

及考試將會取消/延期） 

下午四時或以後 夜間課堂及考試 晚上各節 

（下午四時後之課堂及考試將會取

消/延期） 
 

當天文台八號或更高之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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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當課堂或考試已經開始，將根據以下安排： 

 

信號 課堂 考試 

當香港天文台預告八號或更高

之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於課堂

開始前兩小時內發出 

立即停課 考試繼續進行直至信號正式懸掛，

否則以大學公佈為準 

當香港天文台發出八號或更高

之熱帶氣旋警告 

立即停課 除非考試場地對考生安全構成威

脅，否則考試繼續進行直至完畢 

當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 繼續進行 除非考試場地對考生安全構成威

脅，否則考試繼續進行直至完畢 
 

 

恢復課堂及考試安排 

當八號或更高之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於以下時段除下，若當時天氣及路面

狀況許可，所有課堂及考試之安排將會如下: 

 

警告信號除下時間 復課節數 / 時間 

上午六時三十分前 上午各節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二時之課堂或考試將照常進行） 

上午六時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各節 

（下午二時至下午七時之課堂或考試將照常進行） 

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 晚上各節 

（下午七時至下午十時之課堂或考試將照常進行） 

停課及取消考試後之安排 

有關各項課程之停課/考試/講座取消安排及各項課程之補課及補考安排之細節，請留意課程

辦公室公佈。 

備註 

+ 資料由香港天文台提供 

* 詳情請參閱 https://www.ln.edu.hk/f/upload/44088/badweather_arr.pdf. 

  

https://www.ln.edu.hk/f/upload/44088/badweather_ar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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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電話 

 

香港緊急服務 Hong Kong Emergency Service (24 小時) 999 

屯門醫院 Tuen Mun Hospital 2468 5111 

校園緊急熱線 Campus Emergency hotline (24 小時) 2616 8000 

保安 Security Control (24 Hours) 2616 870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Centre (ITSC) 2616 7995 

圖書館 Library 2616 8586 

體育館 Sports Complex Service  2616 7147 

嶺南樓 Lingnan House Chinese Restaurant 2616 7990 

校牧處 Chaplain’s Office 2616 7245 

 

如果您被懷疑或確認感染冠狀病毒病 (COVID-19)，請通知以下任何團隊： 

 

於辦公時間  

設施管理組(行動及維修) COFMD (O&M) - Campus Support 

Office 

 

2616 7134 

人力資源處 Human Resources Office  

 

2616 8962 

學生服務中心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2616 7309 

  

於非辦公時間  

保安 Security Control (24 小時) 2616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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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課程作業與論文封面 

 

 

嶺南大學 

 

國際與發展經濟學理學碩士課程(MIDE) 

 

課程論文/課程作業 

 

 

學生姓名：                            （中文名） 

                            （English Name） 

學生編號：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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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參考資料格式 

中文書：  

馮邦彥：《香港英資財團：1941-1996 年》（香港：三聯書店，1996 年。）  

 

中文期刊：  

黃宗昊：〈台灣政商關係的演變：歷史制度論分析〉，《問題與研究》，43 卷 4 期（2004 年），頁 35-

72。  

 

中文網上資料：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央政府门户网  站：

http://www.gov.cn/xinwen/2015-03/28/content_2839723.htm（瀏覽日期 2015 年 3 月 28 日）。  

 

胡志斌：〈家族股：中外家族控制上市公司比較〉，《新財富》，總  16 期（ 2002 年） : 

http://www.p5w.net/p5w/fortune/200208/11.htm（瀏覽日期 2009 年 1 月 15 日）。  

  

Book:  

Han, Fuguo. 2006. Dual Agents: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Transitions to Private 

Economic System. Beijing: Jing ji ke xue chu ban she.  

  

Journal:  

Wong, Siu-lun and Salaff, Janet W. 1998. “Network capital: 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9(3): 358-374.  

  

E-source:  

Wu, Zhibin. 2002. “Family Stocks: Comparison of family holding companies”, New Fortune, 16: 

http://www.p5w.net/p5w/fortune/200208/11.htm (accessed 15 J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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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MIDE QR Code              

MIDE WeChat ID       MIDE 微博 

 

 

 

 

     學生手冊聲明 

 

 

 

 

 

 

 

 

 

 

 

免責聲明 

本手冊僅提供一般資料作本課程學生作參考之用。本課程在編輯此學生手冊內容

時，力求資料準確無誤。惟本課程可隨時更改或修訂其內容，而無須另行通知。 

如此學生手冊所載資料與本校或本課程之任何政策與條例出現分歧，又或於內容詮

釋上出現歧義，則以本課程辦公室之最後決定作準。本課程保留最終解釋權。 

 

 

經濟學系修課式研究生課程辦公室 

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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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2 年 8 月 20 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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