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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歡迎光臨香港公開大學─一所年輕、充滿

活力、力求創新的大學。我們致力于推動學

生學習、增進知識和提升研究工作，以配合

學生對學習的期望及回應社會對人才的需求。

自 1989年由政府成立以來，公大已由只提供

遙距課程的大學，發展成一所全面的大學，

提供全日制本科學位，研究生課程，以及兼

讀課程。與其他政府資助的院校無异，公大

經由「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招收全

日制本科生，提供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及課

外活動。現時公大約有一萬名學生修讀全日

制本科及研究生課程，以及九千名學生修讀兼讀制課程。現時在校的全日制內地

本科生及研究生學生人數約 1,500人。

本校投放了大量資源配備嶄新的教學設施，包括文化創意工作室及實驗室、檢測

認證實驗室，以及護理學實驗室等。我們的課程設計著重體驗性學習，學生提供

早期的職業導向及促進他們的全人發展。

我們亦樂見公大在培養人才方面的努力結出豐碩的成果。多年來，我們的學生在

本港及國際比賽屢獲殊榮，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三位修讀「動畫及視覺特

效」課程的 2017年畢業生，以畢業作品《暗房夜空》勇奪第五十四届金馬獎最

佳動畫短片獎。

此外，我們積極提升研究實力。在政府研究資助局的支持下，本校已成立了五所

研究中心，就大學具優勢的學術領域開展研究工作。

我誠意邀請您瀏覽我們的網站，以瞭解我們如何以多元創新的課程為知識經濟社

會孕育專才。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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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簡介

香港公開大學是 1989 年由香港政府成立的一所以教學及應用為主的新型大學 *（前身為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于 1997 年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通過《香港公開大學條例》，

正式正名為香港公開大學）。

為配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政策，香港公開大學于 2001 年開辦全日制學位課程，

招收全日制學生，與其他受政府資助的公立大學一同提供全日制本科課程。本校開辦的課程

涵蓋本科、碩士及博士學位程度，以英文教學為主，所有頒授學位均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認可。

根據國家教育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于 2004年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于相互承認

高等教育學位證書的備忘錄》，香港公開大學頒發的學位為國家教育部認可。經國家教育部

批准，本校可以從內地直接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本校一直致力發展現代及先進的創新教學方法，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教學體驗，以迎合新世

代的需求，並屢次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撥款支持，如于 2007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撥

款超過港幣 6,000萬元成立「創新教學中心」，研發新型多元教學模式。2013年，本校更

被美國蘋果公司邀請加入 iTunes U，成為首批與 iTunes U合作的全球大學之一。

本校現有全日制學生約 10,000人，以全日制學生人數計算，在香港排名第 6。而在職學生

則約有 9,000人。本校是一所多元創新綜合性大學，提供約 220個不同程度的課程供學生

學習，學習模式極具靈活性。

* 香港的大學共有三類型，分別是 (一 )政府創立及資助大學、 

(二 )政府創立及自資大學、及 (三 ) 私立及自資大學。 

本校乃第二類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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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記

1989 1996

20012007

2013

2019 2015

1993 1997

2004

2010 2014

2017

香港政府成立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

提供兼讀制

學位課程

正校園啓用

開辦全日制

學位課程

 獲批參與大

學聯合招生

（JUPAS)

 葵兴校园

启用

 建校

30 周年

 特區政府批核

香港公開大学開辦

SSSDP 課程

正名為

香港公開大學

与內地互認

高等教育学位 

荔景校园

启用

 賽马会校园

启用

政府撥地建设

賽马会健康

护理学院

學院實行

財政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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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簡介

本校開設的五所學術學院，包括人文社會科學院、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教育及語文學院、

科技學院和護理及健康學院，其開辦的全日制課程專業涵蓋商業、教育、科技、護理、人文

及社會科學等範疇。本校現時共提供超過 40個全日制本科、碩士及博士課程。

人文社會科學院銳意透過課程擴闊學生對相關領域的學

術視野，教授他們必備的知識、理論及研究方法，從而

訓練其判斷和分析能力，啓發他們思考生命、社會、文

化及價值觀等課題。學院提供的學位課程，主要涵蓋四

個學術領域，包括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語言與翻譯以

及創意藝術。近年，學院重點發展創意藝術課程，開辦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電影設計

及攝影數碼藝術，以及動畫及視覺特效課程，為本港

的創意工業培養人才。學院於 2014年成立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的「數碼文化與人文學科研究所」，為本港第一及唯

一一所研究相關領域的學術機構。

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所提供的課程實用及專業兼備，讓

學生能够掌握最新知識及技能，畢業後投身職場時盡展

所長，迎接商業社會瞬息萬變的挑戰。學院積極與本地

及海外高等院校和專業團體建立合作關係，現時其工商

管理課程已取得多個專業團體的承認，包括國際會計師

公會、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澳洲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特許秘書公會、香港律師會等專業團

體。相關課程畢業生可申請多項專業考試的部分試卷豁

免。目前，學院的合作夥伴遍布世界各地，包括澳洲、

英國、荷蘭、意大利、越南及緬甸等地。學院於 2015年成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資助的「國際商業及管治研究所」，專門研究國際商業環境及提升企業管治的

能力。

人文社會科學院

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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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語文學院是本港教師的搖籃，為培養下一代作

出重要的貢獻。多年來，學院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擴展

教育課程，提供起始教師教育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涵蓋幼兒、小學及中學教師教育各個範疇，同時開辦

語文提升及幼兒教育課程。學院還提供專業教師培訓

課程，學生在完成有關課程後，可取得香港注冊教師

的專業資格。學院于 2007年成立普通話教育及測試中

心，與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

簽署合作協議，定期舉辦國家普通話水平

測試。最近成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的「雙語教學研究所」，以促進雙語

發展和提高學習成果。

教育及語文學院

科技學院一直致力培育科研及科技人才，拓展電腦學與

資訊科技、工程科學、環境學及可持續發展多個領域。

學院開辦的課程涵蓋範疇廣闊，包括應用科學、電腦學

與資訊科技、工程學、環境學、數學及統計學以及檢測

和認證，協助學生掌握最新的科技知識及資訊科技技

術，日後在業界擔當領導職位。學院為學生建構設備完

善的實驗室和電腦設施，為他們安排各式各樣校外實地

考察及實習機會，積極裝備學生，迎接未來的挑戰。為

了提升大學的創新科技水平，學院于 2014

年成立了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的「創新科技與持續發展研究所」，推動本

港科研及持續發展。

科技學院

護理及健康學院

護理及健康學院提供一系列的護理及健康學課程，包括

多個全港首創的課程，給予在職護士和有志投身護理專

業者進修的機會。現時，全日制護理學課程同時培訓普

通科及精神科的注冊及登記護士。隨著醫藥中西結合的

需求日益增加，學院于二零一五年開辦「護理學碩士

（中醫護理）」課程，向在職護士教授中醫護理理論和

技巧。此課程在香港的大學中屬首創，內容包含前往廣

州、浙江等內地城市的大學參與臨床實習課。學院并為

登記護士提供轉制課程，讓他們透過進修，成為注冊護

士。因應社會需求不斷轉變，學院開辦的課程日趨多元化。學院至今已培訓超過七千名畢業

生，對香港健康及護理人才的培育貢獻良多，護理學畢業生人數冠及全港護士

訓練機構。自二零一五年起，全日制自資護理學士學位課程獲教育局納入「指

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可見專業水平得到政府的認同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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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香港公開大學全日制課程研究生，均合資格申請多項政府獎學金及由專業團體、企業和私人

贊助的獎助學金。

另外，大學亦提供入學獎學金予全日制研究生，得獎同學可獲頒港幣一萬五千元。成績優異

的新生會經學院或學部甄選提名，考慮因素以入學前的學術成就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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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學年招收內地研究生專業及學費一覽表

學院 專業 課程編號 學費（港幣）∆

人文社會科學院

應用英語語言學文學碩士 ^# MAAELF 80,700

中國文學文學碩士 MACLF 101,100

文化及保育旅游文學碩士 
（中 /英文）#

MACAHTF
MACAHTCF+ 96,900

專業雙語翻譯文學碩士 # MABPTF 98,700

創意產業與文化資產文學碩士 # MACICAF 92,100

創意寫作文學碩士 MACWF 92,100

社會科學碩士 #（專業方向：應

用經濟學和政策分析；應用心理

學；犯罪學和社會政策研究；全

球管治）

MSSCF 94,500

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

會計學碩士
MACF
MACF-S

286,250
365,350

風險管理學應用金融碩士

MAFRMF
MAFRMF1
MAFRMF-S

206,750
154,150
259,350

財富管理學應用金融碩士

MAFWMF
MAFWMF1
MAFWMF-S

206,750
154,150
259,350

工商管理碩士
MBAF
MBAF1

222,050
164,350

企業管治碩士
MCGF
MCGF-S

206,750
259,350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碩士

MGBMF
MGBMF1
MGBMF-S

206,750
154,150
259,350

數碼商業專業管理碩士 MPMDBF 206,750

科技學院

量化分析及計算數學理學碩士
MSCQACMF
MSCQACMF1

108,000
72,000

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環境管理 
理學碩士

MSCGEMSDF 112,800

# ︰ 申請人若完成課程所提供英語及翻譯筆試並獲及格成績，可酌情獲豁免提交雅思或托福英語能力

試成績。
^ ︰ 在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中獲得總分不低于 430分的申請人亦會獲視為符合英語能力要求。
∆ ： 表中所列學費僅供參考，以大學官網公佈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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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條件

本校錄取學生的方針是擇優而錄，以下是基本錄取條件，個別課程的指定入學條件，可瀏覽

本校網站。

1. 認可的相關領域學士學位﹔

2. 英語成績達到國際英語測試系統（IELTS）5.5分及以上或紙筆托福考試 525分／機考

托福考試 196分／網上托福考試 70分及以上或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 430分及以上，

如不能提供前述任何一項成績，則需參加本校安排的英語筆試且達到及格綫以上；

3. 通過本校面試，具體時間及地點由學院安排。

申請方法

學生可于申請截止日期 2020年 5月 31日或之前通過網上報名提交申請及繳付報名費（報

名費一經繳付，概不退還）：

1. 網上報名

 通過登入本校網址（選擇“入學申請”），在網上填寫並提交申請表格，並即時通過銀

聯系統繳付報名費（港幣 5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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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申請流程及時間

網上申請

（5月31日截止）

審核申請資格 / 

安排面試

（1月– 6月中）

發出錄取 /不錄

取通知

（1月中– 6月底）

繳交學費

（1月中– 7月初）

開學典禮

（9月初）

辦理港澳通行證

及簽注

（5– 8月）

提交簽證資料 

辦理粉簽

（1月中– 7月初）

 ∆ 以上各節點日期為 2019年度的安排，僅供參考。2020年度的安排以後續公布的日

期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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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交流及實習

香港公開大學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除了教授專業知識和技能，本校各個學院及學生

事務處每年為本科生及研究生提供不同類型的學生交流及實習計劃，學生亦可參加由

政府或其他專業團體所舉辦的國際交流活動。因此內地學生在本校就讀期間，可以有

很多機會申請到海外進行交流或實習，地區包括美國丶英國丶法國丶比利時丶土耳其丶

澳洲丶日本丶新加坡丶中國內地和臺灣。部分本校學生曾到訪或交流的大學、企業及 

機構。

2017/2018年度

參與實習、交流及考察學生人

數：約 1,400人

學生到訪城市總數：約 85個

本地、內地及海外實習機會：

> 3,100個

10



地區 部分本校學生曾到訪或交流的大學、企業及機構名稱

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穀歌

英國 華威大學

法國 巴黎第二大學

比利時 歐洲經濟和社會委員會

土耳其 巴斯薩爾大學

澳洲 昆士蘭科技大學

日本 ICS藝術學院、東京設計師學院

新加坡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有利建築 (新加坡 )有限公司、陳篤生醫院、 

大和觀醫院

內地 北京大學、雲南財經大學、大連外國語學院、深圳大學、清華大學、 

浙江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

臺灣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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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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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及教學中心

本校除傳統的電腦室、教學中心及科學實驗室外，亦設有多個專門的檢測認證實驗室、文化

創意工作室、實驗室及語言實驗室等，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

圖書館

本校分別于何文田正校園及賽馬會校園設有圖書館，提供各類專業參考書及最新學術期刊等

資料。另外，本校亦設有 24小時電子圖書館，供學生隨時使用。本校的電子圖書館由裘槎

基金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及香港政府合共資助港幣 4,000萬元建成，更獲瑞典頒發

「斯德哥爾摩科技挑戰獎」。

2013年，香港公開大學牽頭聯同其他四間高校，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基金撥款港幣

5,000萬元，共同建構聯校一站式資源檢索數據傳取平臺，實行圖書館資源共享，讓五校的

教職員及學生可共享電子書館藏，以提升教與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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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概况

內地學生在畢業後，可選擇於香港或到海外大學繼續修讀其他研究生課程，亦可留港就業。

內地生如有意申請留港工作，在取得香港公開大學全日制學位後，可向入境事務處申請「非

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留港 12個月，以便申請工作。如連續在港居住 7年，可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香港公開大學 2018年全日制課程畢業生的就業情况理想，根據最新的畢業生調查顯示，全

職工作的畢業生中，最多人投身工商行業，其餘包括社會服務機構、教育機構及政府部門。

工商業：63%

社區及社會服務業：23%

教育機構：12%

政府：2%

从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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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分享

陳興泰

2015年工商管理博士畢業生及 2007年工商管理碩士畢業生，現於香港

公開大學任教

我在香港公開大學完成工商管理深造證書、工商管理碩

士、及工商管理博士課程。在多年的進修過程中，我要同

時兼顧工作與家庭，香港公開大學給我提供了靈活的學習

模式，而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的課程均是理論與實用兼

備，幫助我提升管理知識和競爭力，更可使我與時並進。

我報讀香港公開大學商科管理博士學位課程實令我人生有了新的體驗。要完成博士課程不但

需時較長，而且學生需有堅強意志；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學院教授們的指導和鼓勵，不但讓

我確立了在學術探求路途中的方向，也啓發了我的新思維，最終把研究寫成論文並取得博士

學位。我感謝老師們一向以來的言傳與身教，使我懂得要以嚴謹的態度去走好學術的道路。

張金華

2011年能源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理學碩士畢業生，現任職

富士通香港有限公司，並兼讀香港公開大學工程學博士

在公大的課程中，我的同學不少是在大公司任職管理層，

部分則來自非政府組織，從事環保工作，大家經常互動交

流，獲益良多。

此外，公開大學的導師都具備專業知識，加上課程內容全

面而實用，很能切合工作所需。

我從事電訊軟件開發工作，服務的客戶包括大企業、電訊和金融機構。客戶對環境保護日益

重視，我作為管理層，具備環保方面的知識可加强和客戶的溝通。而參與投標項目時，員工

擁有相關學歷亦是一項優勢。公開大學的課程觸及不同範疇，像「生命周期評估」（LCA）

詳細分析如何配合環保要求來開發產品，令我在工作上獲得不少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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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如有查詢，請聯絡本校：

1. 香港公開大學　深圳辦事處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華强北路賽格廣場 31樓 3101室

 電話：(0755) 8377 5864、(0755) 8377 5867

 傳真：(0755) 8377 5872

 電郵：ftm@ouhk.edu.hk

2. 香港公開大學　教務處

 地址︰香港九龍何文田牧愛街 30號正校園鄭裕彤樓 5樓

 電話：(852) 2768 6606-7

 傳真：(852) 2761 3935

 電郵：regae@ouhk.edu.hk 

3. 香港公開大學　諮詢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何文田牧愛街 30號正校園鄭裕彤樓正門入口

 電話：(852) 2711 2100

 傳真：(852) 2715 0760

 電郵：info@ouhk.edu.hk

亦可瀏覽本校網址：www.ouhk.edu.hk 

或深圳辦事處網址：www.ous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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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地 招 生 簡 章

2019 年 11 月版

如有更新版本，將會上載

于以下網站：

www.ouhk.edu.hk

所有資料以本校網站公布

為准。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九龍何文田

電話：(852) 2768 8650

傳真：(852) 2406 2155

電郵：ftreg@ouhk.edu.hk

網址：www.ouhk.edu.hk

2020年 9月入學

掃描二維碼

瞭解更多詳情

全日制研究生課程

學
位
獲國

家教
育部

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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