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DE

报名方法

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课程

申请者须 
1. 持有认可大学之学士学位，而其荣誉等级通常须为乙等或以上；或
2. 于认可大学之荣誉学位课程毕业，且本科课程考获之平均成绩通常须达乙级或以上；或
3. 于专上学院完成一项课程，并考获相等于荣誉学士学位之专业资格；

如申请人的学士学位是由非香港院校或非英语授课的院校颁授，他/她需符合以下英语资格
的最低要求：
w 托福 (TOEFL) 笔试453分或托福网考46分；或
w 雅思国际英语语言测试 (IELTS) 总级别5.5；或
w 能提供具同等英语资格的学历证明，则作个别考虑。

2023-24年度学费 
w本地学生为港币130,000; 非本地学生为港币200,000 (有待大学审批)

以上学费不包括入学前的预备课程及个别学生需完成英语课程费用。

入学资格

申请人可登入岭大「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及上传所需文件，
以信用卡缴付申请费用后，你所登记的电邮地址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

https://apply.LN.edu.hk

本课程办公室将会在收妥所需申请文件后，会以电邮方式
邀请合适的申请人进行面试。

申请费为400港币。 (不设退款) 

申请日期 : 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 

毕业生感言

2021-22 应届毕业生 
岭南大学助理教学主任

2018-19 毕业生
旭子科技董事长

王永峰

刘孟欣

由于工作缘故经常与制造业企业接触，经常听到他们讨论用工成本及产业
扶持政策对其带来的影响，让我不禁好奇，这些举措为什么深刻影响企业
的发展。怀揣着好奇，我选择MIDE专业来寻找答案，得益于本项目合理的
课程设计及渊博的教授团队，极大的满足我的好奇心，在课堂中，教授用
理论与模型来解释实际中的问题，从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再
到俄乌冲突，同学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答案，更是掌握了分析经济问题
的工具及方法。当中，我们的特色课程Curren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邀请不同研究领域的知名经济学家，分享当前经
济领域重要研究议题与研究成果，一方面拓宽了国际视野，了解到经济学研
究领域之广，大有可为；另一方面，积极的讨论交流，加深经济理论理解，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虽然第二学期由于疫情原因不得不转为在线教学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考察计划不得不取消，但是这一年充实而快乐的学习时光让我意犹未尽，从
MIDE专业学到的知识，让我在不确定的未来得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来应对挑
战。

最后，欢迎师弟师妹们加入MIDE大家庭，珍惜校园时光。 
Work hard, play hard!

“

”
03年创立旭子科技的时候，我就为公司定位了「专注于输入设备领域」的发
展方向。 

经过这十几年来的发展，目前公司在国内高端输入设备领域可以说是小有成
就。但面对社会变化、行业竞争和企业发展规模逐步扩大，我始终不敢忘记
创业初心和创业理念，必须在高端输入设备领域更加努力前进。企业的发展
需要优化升级，作为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我更需要不断自我增值和学习，
以保持更好的状态应对工作。当我了解到MIDE课程是香港首个专注于一带一
路倡议与经济发展的硕士课程，我就感觉MIDE应该会非常适合我这类在湾区
有创业工作经历的人士报读。实际上，在MIDE的课程所收获的知识、资源和
机会都让我非常受用。尤其是每年MIDE所举办的Study Tour和湾区考察活
动，能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前沿国家地区的最
新最真实信息情况，感受文化的交融碰撞，观察发展留下的痕迹，非常有意
义。

祝愿同学们都能够在MIDE课程收获满满，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和选择！

“

”
查询 岭南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课程（MIDE）办公室

地址	 ：香港屯门岭南大学黄玉兰楼3楼301室
电话	 ：(852)	2616	7638	/	2616	7164
电子邮件	 ：mide_admission@LN.edu.hk
网页	 ：https://www.ln.edu.hk/econ/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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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根据历年的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93%
非常满意

我们课程的教学品质

96%
加深对一带一路
及大湾区新举措的认知

95%
同意课程提升
在大湾区的就业竞争力

96%
享受学习体验

并非常乐意向朋友推荐课程

世界大学排名

亚洲领先的博雅大学

五星教育机构

5
岭南大学获得QS Intelligence Unit
官方认证为「五星教育机构」，在教
学丶就业能力丶学术研究丶国际化丶
学校设备丶艺术文化及包容性等范畴
获得最高的5星评价。

岭大是亚洲领先的博雅大学，在2021年
QS亚洲大学排名中，「国际师资比例」
、「外来交换生人数」及「出访交换生
人数」均位列第一。

在2022年QS世界
大学排名，岭大在
「国际师资比例」
占第33位。

在2021年泰晤士高等
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
中的「优质教育」名
列全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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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E 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课程
Master of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课程目标与特色
岭南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课程 (Master of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MIDE) 是香港首个专注于一

带一路倡议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大湾区经济发展）、以中文（普通话）为主要

授课语言的修课式研究生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以经济及金融为主的跨学科培

训，让他们能够从不同角度深入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大湾区之间的经济、

金融、社会、政治和环境等各方面发展。

MIDE除了会提供课程教学外，亦会：

w

w

w

理论及实战兼备，尤其适合已有营商经验的学生入读。

恒常邀请业界知名领军人物及驻华／驻港外国使节

为学生介绍有关范畴和地区的最新发展；

为学生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内地大湾区

（尤其有关自贸区）的考察；

为学生提供重点企业及机构实习等。

课程主任
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MIDE）是一项独特

的课程，旨在为学生掌握运用当代的理论框架及国

际比较视角，以分析国际和发展经济学中的问题。

该课程汲取的知识可用于分析“一带一路”倡议

（BRI）和大湾区（GBA）经济发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预计能建立从西太平洋延伸到波罗的

海之间的经济合作，期望“一带一路”将加快世

界经济的发展，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

重要推动力。香港作为大湾区的国际商业枢纽，将

会为大湾区的成功发挥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和

“大湾区”都是全球和区域经济的新举措。MIDE

课程让学生为参与这些重大经济发展而做好准备。

MIDE旨在为学生提供多学科培训，使他们能够从

涵盖经济丶社会丶政治和环境因素在内的广泛角

度分析发展各种问题。MIDE不仅提供常规课堂教

学和学习机会，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种体验式学

习，为学生提供更广的比较和国际视野。同时，课

程为学生提供许多课外体验，让他们能够收集与发

展议题相关的第一手经验	。

课程的卓越之处可见于其申请的受欢迎程度丶高水

平学生入学率丶良好的实习机会丶在学生和毕业

生的良好满意度以及他们的丰富及多样化的职业发

展。在我们最新的毕业生调查中，超过90%接受调

查的毕业生都对我们课程的品质以及该课程对他们

规划未来职业道路感到满意。

我希望MIDE课程为

您提供宝贵的学习机

会并带来新的见解，

让未来个人和社会生

活都会变得更美好。

丘东晓教授
经济学系国际与发展经
济学理学硕士课程主任

BSc	(SYSU);	
MA,	PhD	(UBC)

全日制：一年（合共两个学期）

深造文凭

同学如取得15学分及符合相关要求，

可获得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深造文凭。

详情可参考MIDE网站。

学生需修满30学分（即完成10门3学分科目）才能毕业。当中包括6门必

修科目，以及4门选修科目。

除英文课程及学习活动外，所有学科会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辅以英文解说，学生可选

择以中文提交作业或回答考试问题；个别学科可能会因应学生需求情况而设中、英语选择。

w	IDE501	发展微观经济学

w	IDE502	发展宏观经济学

w	IDE503	发展经济学

w	IDE504	国际贸易

w	IDE505	当前国际经济与

发展经济学的问题

w	IDE515	研究方法

必修科目 选修科目

w	IDE506	国际货币与金融

w	IDE507	全球化与经济发展

w	IDE508	中国与世界经济

w	IDE509	国际政治经济学

w	IDE510	「一带一路」倡议：

历史、政治、经济及社会

w	IDE511	中国经济发展

w	IDE512	经济发展中的政治经济

w	IDE513	环境议题与可持续发展

w	IDE514	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

w	IDE518	产业经济学与政策

课程结构

修业年期

6门必修科目，每门3学分，
合共18学分

4门选修科目，每门3学分，
合共1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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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of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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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E

报名方法

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课程

申请者须 
1. 持有认可大学之学士学位，而其荣誉等级通常须为乙等或以上；或
2. 于认可大学之荣誉学位课程毕业，且本科课程考获之平均成绩通常须达乙级或以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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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年度学费 
w本地学生为港币130,000; 非本地学生为港币200,000 (有待大学审批)

以上学费不包括入学前的预备课程及个别学生需完成英语课程费用。

入学资格

申请人可登入岭大「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及上传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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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及渊博的教授团队，极大的满足我的好奇心，在课堂中，教授用
理论与模型来解释实际中的问题，从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再
到俄乌冲突，同学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答案，更是掌握了分析经济问题
的工具及方法。当中，我们的特色课程Curren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邀请不同研究领域的知名经济学家，分享当前经
济领域重要研究议题与研究成果，一方面拓宽了国际视野，了解到经济学研
究领域之广，大有可为；另一方面，积极的讨论交流，加深经济理论理解，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虽然第二学期由于疫情原因不得不转为在线教学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考察计划不得不取消，但是这一年充实而快乐的学习时光让我意犹未尽，从
MIDE专业学到的知识，让我在不确定的未来得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来应对挑
战。

最后，欢迎师弟师妹们加入MIDE大家庭，珍惜校园时光。 
Work hard, play hard!

“

”
03年创立旭子科技的时候，我就为公司定位了「专注于输入设备领域」的发
展方向。 

经过这十几年来的发展，目前公司在国内高端输入设备领域可以说是小有成
就。但面对社会变化、行业竞争和企业发展规模逐步扩大，我始终不敢忘记
创业初心和创业理念，必须在高端输入设备领域更加努力前进。企业的发展
需要优化升级，作为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我更需要不断自我增值和学习，
以保持更好的状态应对工作。当我了解到MIDE课程是香港首个专注于一带一
路倡议与经济发展的硕士课程，我就感觉MIDE应该会非常适合我这类在湾区
有创业工作经历的人士报读。实际上，在MIDE的课程所收获的知识、资源和
机会都让我非常受用。尤其是每年MIDE所举办的Study Tour和湾区考察活
动，能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前沿国家地区的最
新最真实信息情况，感受文化的交融碰撞，观察发展留下的痕迹，非常有意
义。

祝愿同学们都能够在MIDE课程收获满满，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和选择！

“

”
查询 岭南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课程（MIDE）办公室

地址	 ：香港屯门岭南大学黄玉兰楼3楼301室
电话	 ：(852)	2616	7638	/	2616	7164
电子邮件	 ：mide_admission@LN.edu.hk
网页	 ：https://www.ln.edu.hk/econ/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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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根据历年的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93%
非常满意

我们课程的教学品质

96%
加深对一带一路
及大湾区新举措的认知

95%
同意课程提升
在大湾区的就业竞争力

96%
享受学习体验

并非常乐意向朋友推荐课程

世界大学排名

亚洲领先的博雅大学

五星教育机构

5
岭南大学获得QS Intelligence Unit
官方认证为「五星教育机构」，在教
学丶就业能力丶学术研究丶国际化丶
学校设备丶艺术文化及包容性等范畴
获得最高的5星评价。

岭大是亚洲领先的博雅大学，在2021年
QS亚洲大学排名中，「国际师资比例」
、「外来交换生人数」及「出访交换生
人数」均位列第一。

在2022年QS世界
大学排名，岭大在
「国际师资比例」
占第33位。

在2021年泰晤士高等
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
中的「优质教育」名
列全球第三。

33

1
3

MIDE 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课程
Master of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课程目标与特色
岭南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课程 (Master of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MIDE) 是香港首个专注于一

带一路倡议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大湾区经济发展）、以中文（普通话）为主要

授课语言的修课式研究生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以经济及金融为主的跨学科培

训，让他们能够从不同角度深入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大湾区之间的经济、

金融、社会、政治和环境等各方面发展。

MIDE除了会提供课程教学外，亦会：

w

w

w

理论及实战兼备，尤其适合已有营商经验的学生入读。

恒常邀请业界知名领军人物及驻华／驻港外国使节

为学生介绍有关范畴和地区的最新发展；

为学生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内地大湾区

（尤其有关自贸区）的考察；

为学生提供重点企业及机构实习等。

课程主任
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理学硕士（MIDE）是一项独特

的课程，旨在为学生掌握运用当代的理论框架及国

际比较视角，以分析国际和发展经济学中的问题。

该课程汲取的知识可用于分析“一带一路”倡议

（BRI）和大湾区（GBA）经济发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预计能建立从西太平洋延伸到波罗的

海之间的经济合作，期望“一带一路”将加快世

界经济的发展，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

重要推动力。香港作为大湾区的国际商业枢纽，将

会为大湾区的成功发挥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和

“大湾区”都是全球和区域经济的新举措。MIDE

课程让学生为参与这些重大经济发展而做好准备。

MIDE旨在为学生提供多学科培训，使他们能够从

涵盖经济丶社会丶政治和环境因素在内的广泛角

度分析发展各种问题。MIDE不仅提供常规课堂教

学和学习机会，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种体验式学

习，为学生提供更广的比较和国际视野。同时，课

程为学生提供许多课外体验，让他们能够收集与发

展议题相关的第一手经验	。

课程的卓越之处可见于其申请的受欢迎程度丶高水

平学生入学率丶良好的实习机会丶在学生和毕业

生的良好满意度以及他们的丰富及多样化的职业发

展。在我们最新的毕业生调查中，超过90%接受调

查的毕业生都对我们课程的品质以及该课程对他们

规划未来职业道路感到满意。

我希望MIDE课程为

您提供宝贵的学习机

会并带来新的见解，

让未来个人和社会生

活都会变得更美好。

丘东晓教授
经济学系国际与发展经
济学理学硕士课程主任

BSc	(SYSU);	
MA,	PhD	(UBC)

全日制：一年（合共两个学期）

深造文凭

同学如取得15学分及符合相关要求，

可获得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深造文凭。

详情可参考MIDE网站。

学生需修满30学分（即完成10门3学分科目）才能毕业。当中包括6门必

修科目，以及4门选修科目。

除英文课程及学习活动外，所有学科会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辅以英文解说，学生可选

择以中文提交作业或回答考试问题；个别学科可能会因应学生需求情况而设中、英语选择。

w IDE501	发展微观经济学

w IDE502	发展宏观经济学

w IDE503	发展经济学

w IDE504	国际贸易

w IDE505	当前国际经济与

发展经济学的问题

w IDE515	研究方法

必修科目 选修科目

w IDE506	国际货币与金融

w IDE507	全球化与经济发展

w IDE508	中国与世界经济

w IDE509	国际政治经济学

w IDE510	「一带一路」倡议：

历史、政治、经济及社会

w IDE511	中国经济发展

w IDE512	经济发展中的政治经济

w IDE513	环境议题与可持续发展

w IDE514	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

w IDE518	产业经济学与政策

课程结构

修业年期

6门必修科目，每门3学分，
合共18学分

4门选修科目，每门3学分，
合共12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