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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積極推動金融科技化，各院
校亦配合市場所需，開辦相關課程
培育人才。

內地升學資訊

香港金管局去年鼓勵
金 融 業 於 2025
年前全面應
用金融科技，而同年數據
顯示，香港八成六的傳統
銀行已採用金融科技。有
求職網站預期金融科技界
別的人才需求將持續急
增。
金融科技是將時下最
熱門的金融與互聯網技
術、大數據分析等相結
合，以應對目前新形勢。
有志於金融科技領域發展
的同學，除香港外，還可
以放眼神州，是次《大公
報》介紹三所設有金融科
技專業、有參加文憑試招
生計劃的內地高校，讓同
學們作參考。

大公報記者 蘇薇、張凱晴

東財 金融科技學居全國前列
東北財經大學（簡稱東財）是內地
2022年向港招收金融科技專業的學校
中，排名最高的一所。在2022年軟科中
國財經類大學排名中位居第六，同時在
2022軟科中國大學金融科技專業排名第
三，專業評級有A。目前外招生（包括港
澳台僑生）共有1000餘人。
東北財經大學金融科技專業的核心課
程，包括有金融科技導論、互聯網金融與
大數據分析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量化投
資理論與實踐等，旨在培養複合型的金融
人才，能同時兼顧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實際

工作、系統掌握金融學核心理論、程序設
計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相關技術，培養具
有全球化視野、創新精神和自主學習能力
的人才，畢業後授予經濟學學士學位。

東北財經大學金融科技課程
學院

應用金融與行為科學學院

學費

5720元人民幣／年

財經類高校排名： 6

一般入學要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文3分 英文3分 數學3分

▲東北財經大學是內地2022年向港招收金融科技專業
的學校中，排名最高的一所。

通識2分

▲金融科技已逐步融入生活當中，
現時市民乘搭部分公共交通工具，
可選擇以電子錢包支付車費。

北師大 打造一流金融新專業
北京師範大學（簡稱北師大）在QS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公
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進入300強，居內
地高校前列。北京師範大學於2021年開
始正式招收金融科技專業的本科生。同年
5月北師大還與北京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
局、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三方共同
簽訂金融科技專業合作備忘錄，將共同進
行人才培養。
金融科技學院隸屬於學校的經濟與工
商管理學院，專業學制為4年，畢業將授
予經濟學學士學位。學生主要學習金融學
及金融科技的基本理論和知識，接受相關
業務的基本訓練，培養金融科技領域實際

工作的基本能力，學校對多學科交叉培養
的人才有高要求、高標準。
北師大分為北京和珠海兩個校區，北
京校區金融學專業具有本科、碩士以及博
士，為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實施多媒體
教學，設有實驗教學中心和實驗室。

▲廣東金融學院設有金融科技重點實
驗室，集合多種教學場景，可容納至
少60人同時上課。
▲北京師範大
學 於 2021 年
開始正式招收
金融科技專業
的本科生。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科技課程
學院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學費

5000元人民幣／年

財經類高校排名： 9

一般入學要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文3分 英文3分 數學2分

通識2分

廣金 被譽南粵金融黃埔軍校
廣東金融學院（簡稱廣金）是一所省
屬公辦普通本科院校，也是華南地區唯一
的金融類高校，被譽為 「華南金融人才搖
籃」 和 「南粵金融黃埔軍校」 。廣金在內
地雖屬二本院校，但為少數開放金融科技
專業對港招生的學校之一。
學校不僅立足於本地的良好辦學條
件，還堅持實施開放辦學，採用 「2 +
2」 、 「3+1」 等多種形式的中外校際聯
合培養模式，與美國、英國、加拿大、澳
洲等40多所境外知名高校合作，為學生提
供出國深造的機會。另外，學校與英國諾
丁漢大學合作成立 「廣東─諾丁漢高級金

學費

5050元人民幣／年

財經類高校排名： 332

一般入學要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文3分 英文3分 數學2分

通識2分

中大金融科學 獨特跨學科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
的金融科技類課程在QS（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排名第38位，當中金融科技學士
課程屬4年制，學額共35個。據
本地升學資訊 悉有關課程雖由工程學院提供，
但工商管理、法律及社會科學三
個學院亦參與講授，設計這種獨特的跨學科銜接教
育方式，是為了讓學生除具備前沿的工程技術知識
外，更廣泛了解與金融科技相關的法律、經濟及社
會課題。
中大金融科技課程主任陳南教授說： 「這課程
是全港第一個關於金融科技的課程。課程為業界培
育新一代領袖和創業菁英，以支持香港成為國際金
融科技中心。」
通過4年全面的學習，學生將能夠從大數據中
獲取金融和管理方面的洞察力，能夠設計並實
現滿足金融服務需求的創新解決方案，能
夠在複雜的商業環境中優化金融決策，以
及能夠理解和分析他們的方案在社會、經

▲中大金融科技學士課程重視數學科，所以有選
修數學科延伸部分的同學會獲優先資格。

中學文憑試取錄分數
英文3分

數學4分

中央財經大學
3位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4位
上海財經大學＃
6位
廈門大學
7位
清華大學
8位
西南財經大學
14位

去年取錄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選修科
人數
1人
5分
4分
4分
4分
1人
5*分 4分
5分 5*分
0人
4分
4分
3分
3分
9人
5分
3分
4分
2分
不確定
4分 5*分 5*分 5**分
1人
4分
2分
5分
4分
＃為一般收生條件

能技術。計劃於去年9月試推，今年9月正式推
出。
有求職網站統計，金融科技產業職位最多
的 三 個 崗 位 ， 分 別 是 數 據 分 析 師（data
analyst）
、網絡保安專家（security specialist）
、
合規分析師（compliance analyst）。至於薪酬
方面亦具優勢，據悉，目前香港的數據分析師
平均月薪為2.4萬元，若任職於大型銀行或金融
科技公司薪酬會更高；網絡保安專家月薪最高
可達4.5萬元；資深的金融合規經理月薪可達6
萬元。

薩大金融課程 獲專業協會認可

濟、安全及法規方面的影響。
通過與北京大學合作，中大也開設了雙學位項
目，畢業生能夠同時獲取金融科技的工程學士和金
融數學的理學學士學位，即學生讀一個4年課程將
獲得雙學位。因此此課程收生分數亦不低，中位數
5.6。而且重視數學科，有選修數學科延伸部分的
同學會獲優先資格。

中文3分

排名

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
融科技中心，香港金管局在去
年 公 布 「 金 融 科 技 2025」 策
就業前景 略，鼓勵金融業在2025年之前
全面應用金融科技。策略包括
制定金融科技培訓課程及資歷架構，以及推動
業界和學術界的合作項目，例如 「金融科技先
鋒聯網」 計劃。
「金融科技先鋒聯網」 計劃為目前參與的
四所大學的研究生提供實習機會，參與銀行的
金融科技項目，研究聯盟式學習及其他人工智

廣東金融學院金融科技課程
文史類

大學

數據分析師 平均月薪2.4萬

融研究院」 。
學校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創建了以
行業需求為導向的CPE人才培養模式，學
生的就業方向廣闊，面向銀行、證券公司
及保險公司、金融科技企業等相關單位。

學院

內地部分大學金融專業去年取錄港生最低DSE成績

通識3分

兩選修科各3分
＊選修數學科延伸部分（M1/M2）可獲優先資格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ussex，
簡稱薩大）的金融與科
技（FinTech）理學士
（榮譽）是3年全日制課
程。理學士課程着重金
海外升學資訊 融和計算機科學的前沿
經驗，學生亦需發展定量和分析技能，
以及編碼和編程能力。有關課程更獲得
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CFA）的認可，
及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協會（CIMA）
的認可。
學生更可以訪問位於商學院的彭博
金融市場實驗室和湯森路透服務平台，
並參與由學術和行業專家監督的模擬實
時金融交易。該課程能讓學生在不斷發
展的傳統金融服務和IT領域做好就業準
備。
此外，課程亦有助學生掌握學術學
習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維、演講、學術

寫作和筆記製作等。學生還可進行更有
效的升學規劃，如選擇出國留學或申請
專業實習年，以提高學生就業能力。
該課程對香港文憑試學生的要求，
為DSE成績最好三科要達到4、4、4
分（可包括兩科選修科），另外亦必須
具有良好的數學水平，因此需於核心科
目的數學獲得3分；而英語水平，則需達
雅思（學術）總分6.0，包括每個部分至
少5.5。

▲薩塞克斯大學的金融與科技理學士
（榮譽）課程，獲特許金融分析師協
會及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協會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