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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灣學生入學計劃



香港理工大學歡迎您

學校簡介 

自1937年以來，香港理工大學（理大）一直隨著香

港以至全球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而演變。我們不但緊

貼時代脈搏，更致力培育傑出人才，亦讓開天闢地

的構思意念孕育成長，以促進社會進步。

我們努力不懈追求卓越，推出嶄新的教育模式，將

專業知識、服務學習和現實社會體驗結合起來。我

們的國際網絡，有助擴闊年青一代的思維和視野；

我們亦致力營造創新文化，挑戰極限，開拓知識，

造福世界。

理大的成績有目共睹，數十年來，我們的畢業生在

各行各業位居領袖角色。我們的研究項目多不勝

數，範疇廣闊，從改善日常生活，以至探索太空奧

秘，一應俱全。我們用心研發治病藥物，應對貧窮

困擾，甚至打造時裝潮流，推動環境保護。而最重

要的是我們從未停步，不斷啟發年青一代開拓明

天。今後，理大將一如既往，擔承重任，矢志「啟

迪思維•成就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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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時間：1937年

學校類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之一

地理位置：紅磡毗鄰尖沙咀

佔　　地：94,600 平方米

＃16,355 學士學位學生

＃5,827 非本地學生

＃1,307 研究人員

＃1,368 教學職員

理大學院/學系/

學科全球綜合排名球綜合排名

＃1 服裝與紡織

＃3 酒店及旅遊

＃10 土木與結構工程

＃15 工程學

＃15  建築及樓宇環境

＃27 藝術與設計

＃30 護理學

＃34 語言學

＃40 商學院

＃44 統計與運籌學

＃49 計算科學及資訊

#95 QS 世界大學綜合排名



校企協作計劃

自1997年推行以來，在1,000多家海內

外合作夥伴及協辦機構支持下，每年

安排超過1,500名學生在香港、中國大

陸及海外包括澳洲、歐洲及北美等地

方實習。

畢業生就業前景

理大應用為本的課程最能配合工商界

及社會的需要。根據過往多次獨立調

查顯示，在香港各大學的畢業生中，

理大畢業生廣受社會歡迎，獲得受訪

的僱主評為最具實用價值，所以畢業

生出路理想。

畢業生深造去向

理大每年培養優秀畢業生前往海外深

造。學士學位畢業生的平均畢業深造

率為 6%。

學生交換計劃

理大與亞洲、歐洲以及北美超過45個

國家的250多所著名大學簽訂了學生

交換協議，每年選派學生前往海外及

內地進行短期交流。

豐富的學習，實習及就業機會

本地就業 90.2%

本地升學   3.6%

海外升學   1.9%

其他           4.3%

海外合作院校：255            45個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合作院校：350

2016 年

香港理工大學

學士學位畢業生

就業及升學情況



報名方式

歡迎台灣應屆學測考生申請入讀理大學士學位課程，理大學士學位課程於2017年9月15日開始接受報名，

同學可以通過理大招生網頁Study@PolyU的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www.polyu.edu.hk/study) 直接填表申請，進

入此網站後請選擇 “UNDERGRADUATE (NON-LOCAL)” 進入頁面，再選擇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平台進入

申請。同學也可以通過以上網址了解更多相關課程資料，截止報名日期為2018年1月15日，詳情請參考以

下附表：

處理批次 Processing Round 截止申請日期 結果通知日期

提前批次 Early consideration 2017年11月24日 2018年1月中旬*#

常規批次 Normal consideration 2018年1月15日 2018年3月中旬*#

延遲批次 + Extended consideration + 2018年3月15日 2018年4月至6月*#

* 若申請人在前期批次未獲錄取，將在隨後的批次中與其他申請人同期考慮。

+ 如2018年1月15日後還有剩餘名額，我校會考慮延遲批次的申請。

#獲錄取的學生若未能在指定日期內完成有關手續，將作放棄學位論。所有已繳費用不會退還。

以上資料如有更改，請以網上最新公佈為準 。

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ectus/ug/international/application-procedures- and-important- points-to-note

學生宿舍

在理大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同學，都可以申請入住學生宿舍。自2018/19學年起，非本地學生可獲得兩年學

校宿舍安排，其後學生可自行在校外租房，體驗香港生活。學生宿舍以兩至三個同學共用一個房間為標準，

內設有空調、冰箱、電話及寬頻上網介面。宿舍通常在開學前一個星期讓新生遷入。有關詳情將於錄取通知

書上闡明。如欲了解本校學生宿舍的入住要求及情況，請瀏覽理大學生宿舍網頁www.polyu.edu.hk/hall。

理大升學費用預算表

項目 

現時費用（港幣/年）

學士學位課程學費

120,000元*（2018/19學年）

學生宿舍費用

約12,000元 # （不包括暑期）

基本膳食（在校內食堂用餐）

約27,000元 # （不包括暑期）

生活費及雜費（不包括電腦及相關費用）

一般課程約7,000 - 10,000元

設計專業的課程約需港30,000元 

(以一學年10個月計)

全年總開支

約170,000元

獎學金計劃

申請人如在應屆學測成績優異（包括在其它學術領

域有出色的表現），或在個別課程的申請人中成績

優秀，並符合理大的要求，可獲理大或個別學系頒

發入學獎學金。所有入學獎學金人選由理大從申請

人中挑選，學生毋須另行申請。獎學金的細則將於

錄取通知書中闡明。

入學申請，招生錄取及學習費用

入學要求

a. 學生於「學測」考試中，五科綜合成績達65分或以上；和

b. 「學測」英語考試達到「頂標」水準。

c. 如學生的「學測」英語水準未達「頂標」，可考慮以托福或雅思英文考試成績取締; 最低要求為：

i. 托福 – 網考成績達80分或以上；或筆試成績達550分或以上

ii. 雅思 – 總分達6.0

*學費如有調整，請以理大之最新公佈為準。

#修讀政府資助課程的外地學生可申請入住兩年學生宿舍。學生宿

舍於2017/18學年的租金大約為每學年（不包括暑期）港幣12,100

元，2018/19學年的租金則有待確定。

生活消費因人而異。其他個人消費、娛樂、海外旅遊及醫療花費等需

額外預算。



Programme Title (in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文)

Faculty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xtiles 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

BSc(Hons) in Food Safety and Technology 食品科技與食物安全(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Applied Biology with Biotechnology 應用生物兼生物科技(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Chemical Technology 化學科技(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Investment Science 投資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Engineering Physics 工程物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A(Hons) Scheme in Fashion and Textiles 服裝及紡織(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Faculty of Business 工商管理學院

BBA(Hon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會計及金融(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BBA(Hons) in Financial Services 金融服務(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BBA(Hons) in Accountancy 會計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BBA(Hons) in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全球供應鏈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BBA(Hons) i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 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BBA(Hons) in Management 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BBA(Hons) in Marketing 巿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Faculty of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 建設及環境學院

BSc(Hons) in Property Management 物業管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Surveying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Building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建築工程及管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Eng(Hons)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屋宇設備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BEng(Hons)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環境工程與可持續發展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BEng(Hons) in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BSc(Hons) in Land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 (Subject to approval) 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有待批核)

Faculty of Engineering 工程學院

BEng(Hons) in Aviation Engineering 航空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BSc(Hon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醫學工程(榮譽)理學士學位

Broad Discipline of Computing 電子計算廣泛學科

BEng(Hons) i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運輸系統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BEng(Hon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電機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BSc(Hons) in Internet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學位

BEng(Hons) in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BEng(Hons) Scheme in Product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產品及工業工程(榮譽)工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BSc(Hons) Scheme in Logistics and Enterprise Engineering 物流及企業工程(榮譽)理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BEng(Hons) Schem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機械工程(榮譽)工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Faculty of Humanities 人文學院

Broad Disciplin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語言、文化及傳意廣泛學科

Faculty of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醫療及社會科學院

BA(Hons) in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社會政策及行政(榮譽)文學士學位

BA(Hons) in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榮譽)文學士學位

BSc(Hons) in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Radiography 放射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Physiotherapy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精神健康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Nursing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Optometry 眼科視光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School of Design 設計學院

BA(Hons) Scheme in Design 設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

Broad Discipline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

香港理工大學教務處

網址：www.polyu.edu.hk/study 	 電郵：asnlocal@polyu.edu.hk
電話︰(852) 2333 8455	 	 	 傳真︰(852) 2334 6671

如欲了解更多招生信息，請瀏覽理大招生網頁www.polyu.edu.hk/study。簡章上的資料如有更改，請以理大網頁之最新公佈為準。

一般學士學位課程為四年制；部份為五年制。

印製日期：2017年10月6日

2018/19學年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