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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香港公開大學歡迎你！我們是一所充滿朝氣

活力、別具前瞻性的大學。在教與學方面創

優革新、在校園配套及教學設施方面日臻完

善、在研究發展方面一日千里，並矢志為本

地以至海外培育人才。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為社會帶來重重挑戰，

影響深遠，公開大學也不能倖免。然而我們

迅速應對，在全體教學及行政人員同心協力

下，為學生籌謀最佳方案，讓學習從無休

止。公開大學作為網上學習翹楚，我們將面

授教學轉移至由大學開發的「網上學習系

統」，並輔以 iBookcase移動應用程式，方便

學生閱覽教材，隨時隨地進行學習。同時，大學積極採取應變措施，在情況許可

和符合健康安全指引下，以小組形式恢復部分面授環節及實驗為本的課堂。在今

天的「新常態」下，這些舉措行之有效。與此同時，大學亦投放更多資源於教學

設施上。現時所有課室均可同時進行面授及 Zoom網上即時互動教學，方便日後

可因應不同情況及需要，實施最合適的教學模式。

公開大學迅速應對市場發展趨勢，設計配合社會需求的專業課程，同時亦帶領學

生邁向明確的職業發展方向。我們的亮點課程涵蓋多個對人才需求殷切的領域，

包括創意藝術、金融科技、數碼商業及環境管理等。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一直是

我們關注的重點。通過推出「事業啟航計劃」、校園實習計劃，以及其他提供就

業機會的項目，學生可以從中獲取寶貴的工作經驗，從而提高他們的市場競爭

力。我們的「開創社」計劃不但培養學生的創意和創業精神，同時也讓他們向行

業導師學習。

近年本校研究實力持續提升，目前我們已成立了七個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它們在

各自的優勢領域上全面推動大學的研究發展。與此同時，校內日益濃厚的研究文

化亦幫助提高教學質素，而本校獲研究資助局批出的撥款更是屢創新高。

我誠意邀請你瀏覽我們的網站，以進一步瞭解公開大學令人稱頌的過去、朝氣蓬

勃的現在，以及躊躇滿志的將來。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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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頒授學位均獲國家教育部及香港特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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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設有六所學院和七所研究中心，目前有約 9,400名全日制本科生、1,100名研究生，以

及 8,700名在職學生。以全日制學生人數計算，在香港排名第 6。我校致力開辦實用性課

程，積極回應社會發展需求，包括創意藝術、商業、幼兒教育、護理、檢測和認證等課程。

同時亦投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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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的課程設計著重體驗性學習，為學生提供早期的職

業導向及促進他們的全人發展。

創校以來，香港公開大學先後進行多個校園發展計劃，以應對課程及學生數目的急速增長。

除了何文田主校園和賽馬會校園，我校亦於 2020年底落成啟用新建的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

大樓，培育健康護理專才，並為學生提供更先進的學習設施和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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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1997

2004

201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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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賽馬會健康 

護理學院 

新大樓落成啟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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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實行

財政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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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簡介

本校開設的六所學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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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及健康學院和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其開辦專業涵蓋人文、社會科學、商

業、教育、科技、護理等範疇。本校目前提供約 70個全日制本科生及研究生課程。

人文社會科學院的一大特色是多元化。學院專業涵蓋創

意藝術、人文學科及語言與翻譯，以及社會科學三大範

疇，教授學生專業知識及技巧，應對生活、社會、文化

和價值觀等相關議題。同時，所有專業均包括應用學習

的元素，拓寬了專業的涉獵層面。自 2013年以來，創

意藝術學系專業成為培育創作人才的基地。學系開辦的

課程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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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和畢業生在比賽場上表現優秀，贏得不少獎項與榮譽，

備受創意產業雇主的青睞。另一方面，學院透過一系列語言及文學課程，培養具

備文化意識的語言專才。而在社會科學範疇上，課程觸及多個社會關注重要議

題，讓學生對老齡化、全球化和中國研究等議題加深認識。

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積極拓展專業範疇，除了會計學、

財務學、企業管治和商業管理等已奠下堅實發展基礎的

專業課程，亦於較為嶄新的領域上發展多個與行業相關

的課程，如商業智能等，培養社會經濟發展所需人才。

同時，學院課程亦已獲得多個本地及海外主要專業團體

承認，畢業生可豁免部分專業考試。另外，學院致力提

升學生的國際視野，豐富學生學習體驗，在課程設置方

面引入新穎元素。其中，學院在本科生課程設置裡加入

必修的“環球體驗計劃”科目，所有本科生都將獲安排

前往海外，譬如美國、英國、澳洲、日本等國家著名高校進行為期兩至三星期的

學習和交流。學習以外，學院亦為學生積極開拓實習機會，提供充足的實戰培訓

和接觸行業的機會。

人文社會科學院

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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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語文學院在教師教育及教師專業發展中發揮著

關鍵性作用，為培育香港未來人才作出重大貢獻。多

年以來，學院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擴展課程，現時全面

涵蓋從學前教育到中學教育各個範疇。學院與英國

華威大學合作，於每年暑期舉辦“英語及文化沉浸課

程”，讓學生到華威大學進行三周學習和交流。另外，

學院與香港協康會合辦幼兒特殊教育課程，為幼兒教

育工作者提供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能訓練，讓他們為有

需要的幼兒提供貼切的學前教育和特別照料，彌補業

界在特殊教育方面的不足。同時，學院開辦的教育及語言研究雙學位課程，讓學生完成課程

後同時獲得主修語文及教學學位，符合香港教育局對中小學語文科教師的入職

要求，修讀英語雙學位課程的畢業生並可獲豁免教育局的語文能力要求。

教育及語文學院

科技學院開辦的專業涵蓋範疇廣泛，包括應用科學與環

境學、電腦學、電子與電腦工程、數學與統計，以及檢

測和認證。學院致力培訓學生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上掌握

最新的科技知識及技能，為未來就業作好準備，日後在

業界擔當要職。同時，學院為學生建構設備完善的實驗

室和配備先進的電腦設施，並透過實習、校外實地考察

和各種工作學習機會，培養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加深

了解職場環境的實際操作，為迎接未來挑戰作充足準

備。學院所有課程都根據行業要求度身設

計，例如電子及電腦工程學士（ 榮譽 ）學位課程以及檢測和認證課程均獲香港

工程師學會認可。科學教育被視為創新和進步的基石，在香港愈見重視。

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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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及健康學院每年培養的護理學畢業生人數為全港之

冠，當中大部分于畢業後成為註冊或登記護士，受聘于

醫院、診所、複康中心和安老院等機構，提供普通科及

精神科護理服務。學院矢志成為提供靈活的護理及衛生

保健教育的先驅，倡導以實證為本的護理及衛生保健實

踐，持續更新課程，更透過與業界不同持份者通力合

作，確保品質，提升專業實踐。學院勇於求變的精神，

在開辦全港首個培訓註冊護士（ 精神科 ）的學士課程

及首個護理學碩士（ 中醫護理 ）課程上可見一斑。學

院並開創先河，率先應用 3D技術和虛擬實境科技來模擬臨床教學環境，最近臨

床護理教學中心更引入了最先進的數碼虛擬解剖系統及 VR Cave教學系統。

護理及健康學院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主要開辦高級文憑和培訓課程，致

力推動終身學習，幫助學員發展事業和提升自我，邁向

豐盛人生。學院不時與本地和海外的專業團體和院校攜

手合辦課程，確保課程內容與市場接軌、課程質素邁向

更高水準。學院亦持續開辦新課程，以緊隨數碼經濟及

創意經濟的發展，並回應社會對人本服務專才的需求。

最近，學院更與多個本地和海外的院校及合作夥伴簽訂

備忘錄，為修讀高級文憑課程的學員提供更豐富的學習

體驗。另外，學院自 2004 年開始，與香港

婦女事務委員會合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計劃廣受各界人士歡迎，報讀人數

至今已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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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学年招收內地生本科專业及学費一覽表

學院 專業名稱 * 課程編號
第一學年學費 ‡

（港幣）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BSSCHPJ1 101,560

政治及公共行政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BSSCHPAJ1 101,560

應用社會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BSSCHJ1 101,560

全球與中國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BSSCHGCSJ1 101,560

高齡社會與服務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BSSCHAGSJ1 101,560

經濟及公共政策分析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BSSCHEPAJ1 101,560

心理學與精神健康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BSSCHPMHJ1 101,560

中文榮譽文學士 ^ BAHCLLJ1 101,560

語言研究與翻譯榮譽文學士 BAHLTJ1 101,560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榮譽文學士 BAHCAMDJ1 104,160

英語及文化榮譽文學士 BAHELCJ1 101,560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BAHCWFAJ1 104,160

動畫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 BFAHAVEJ1 130,720

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 BFAHIDDAJ1 111,960

* 除另外注明，所有課程均以英文教學為主（詳情亦可參閱各自課程網頁）。

^ 授課語言：粵語（普通話科目除外）

＃ 授課語言：粵語（普通話科、英文科除外）
‡ 表中所列學費僅供參考，以大學官網公佈為准。

特別說明：表中所列雙學位課程學費均為第一學年學費，四年總學費請參考本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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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專業名稱 * 課程編號
第一學年學費 ‡

（港幣）

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PAJ1 117,919

會計及稅務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ATJ1 117,919

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MGTJ1 117,919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GBMJ1 117,919

企業管治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CGJ1 117,919

數碼商業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DBJ1 117,919

財務及風險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FRMJ1 117,919

房地產及設施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REFMJ1 117,919

應用心理學榮譽學士及商業管理榮譽學士 
（雙學位）

BAPHBMJ1 126,950

酒店及可持續旅遊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HSTMJ1 117,919

運動及電競運動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SEMJ1 117,919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BIHAMHJ1 117,919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學士 BSRMHJ1 117,919

金融科技及創新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FTIJ1 117,919

環球市場及供應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BBAHGMSMJ1 117,919

* 除另外注明，所有課程均以英文教學為主（詳情亦可參閱各自課程網頁）。

^ 授課語言：粵語（普通話科目除外）

＃ 授課語言：粵語（普通話科、英文科除外）
‡ 表中所列學費僅供參考，以大學官網公佈為准。

特別說明：表中所列雙學位課程學費均為第一學年學費，四年總學費請參考本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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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專業名稱 * 課程編號
第一學年學費 ‡

（港幣）

教育及語文學院

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雙學位）

BEDELSEHJ1 127,800

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BLSEHJ1 101,800

語言研究榮譽學士（應用中國語言）# BLSHACLSJ1 101,920

教育榮譽學士（中國語文教學）及 
語言研究榮譽學士（應用中國語言） 
（雙學位）#

BEDHACLSJ1 127,550

語言研究（雙語傳意）榮譽學士及國際商業 
榮譽學士 (雙學位）

BLSBCGBHJ1 127,200

教育榮譽學士（幼兒教育：領導及特殊教育 
需要） ^

BEDHECEJ1 108,730

科技學院

電腦科學榮譽理學士 BSCHCSJ1 101,560

網路及電腦安全榮譽理學士 BSCHCCSJ1 103,520

電子及電腦工程學榮譽工學士 BENGHECEJ1 109,990

屋宇設備工程及可持續發展榮譽工學士 BENGHBSEJ1 114,386

土木及環境工程榮譽工學士 BENGHCEEJ1 114,386

環境科學與綠色管理榮譽理學士 BSCHESGMJ1 110,920

生命科學榮譽理學士 BSCHLSJ1 107,000

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BENGHTCJ1 142,332

檢測科學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BSCHTSCJ1 107,400

食品測試科學榮譽理學士 BSCHFTSJ1 110,920

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BSCHDSAIJ1 101,560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BCOMPHITJ1 101,560

* 除另外注明，所有課程均以英文教學為主（詳情亦可參閱各自課程網頁）。

^ 授課語言：粵語（普通話科目除外）

＃ 授課語言：粵語（普通話科、英文科除外）
‡ 表中所列學費僅供參考，以大學官網公佈為准。

特別說明：表中所列雙學位課程學費均為第一學年學費，四年總學費請參考本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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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條件

本校錄取學生的方法是擇優而錄，以下是基本錄取條件︰

1. 参加 2021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試（高考）且成績須达到二本線（部分省份

為本科線）或以上的高中畢业生（达到一本線可申請入學獎学金）；

2. 高考英語成績須至少達到 100分或以上（以滿分 150計，如滿分非 150，則需達到滿

分的三分之二或以上分數）；及

3. 通過本校面試及英語筆試（如適用者）。有關課程的面試及英語筆試安排，之後會再通

過電郵與相關申請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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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申請

（5月31日截止）

參加高考

(6 月 7-8 日 )
繳納學費 / 宿位費

（7 月 3 日之前）

錄取名單上報考

試院

（7 月 5 日左右）

辦理港澳通行證 D

簽注     

（視簽證辦理進度）

提交簽證資料辦理

粉簽（需時 6 周左

右，越早提交越好）

部分專業申請者或 

需參加通過本校面試 / 筆試

（具體時間待定）

公佈錄取結果

 頒發錄取通知 

（6 月底）

入學註冊 / 開學典禮

（9 月）

申請方法

學生可于申請截止日期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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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登入本校网址 www.ouhk.edu.hk，選擇“网上申請 ”，在線填寫及提交申請表

格，并即時繳付報名費港幣 515元；

2. 申請流程及時間

 ∆ 以上流程及日期僅供參考，2021年度安排以後續公佈的日期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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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大學提供本地及海外

實習機會 > 3,000個

提供海外交流、學習機會

> 1,4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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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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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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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

香港公開大學致力提升科研實力，開展具備應用價值的研究項目，造福社會。自香港特區政

府研究資助局於 2014年推出自資院校研究項目資助計劃，我校至今獲批資助總金額逾港幣

一億元，為自資院校第一名。目前已成立了以下七所研究機構：

創新科技及持續發展研究所重點發展環境科學及先

進網路科技兩大研究範疇。在環境科學研究方面，

研究所進一步確立了四大研究方向，包括「汙水處

理及水質監測」、「浮游生物及藻類生物質燃料」、

「紅潮及富營養化藻華」，以及「節能及環境管理」。

在先進網路科技方面，研究所集中以下研究範疇，

包括雲端保安系統、優化流程設計、地理資訊系統及遠距離生物技術與網路研究。重點項目

包括廣泛應用於物流、智慧家居的創新物聯網的設計、移動計算技術的研究、高速網路的研

究。

數碼文化與人文學科研究所致力促進和進行有助

創意產業和人文學科發展的研究，從而創造嶄新的

知識和教學方法。研究所設有兩個中心：數碼人文

學科研究中心和數碼文化研究中心。前者主要從製

作、演繹、闡釋、學習和研究等多方面，探討數碼

文化如何改革人文學科；而後者則探究數碼文化的

興起對社會和藝術的影響，特別是文化產物的改變如何影響溝通和藝術的表達。研究所致力

推動各種數碼人文和文化之研究和學界交流工作，期望為創意工業與人文學科帶來新理論知

識及教學手法。

國際商業及管治研究所致力發展國際商業及管治

方面的研究，為本港商界帶來更多創新意念，並為

政府提供更多參考數據，協助制定公共政策，推而

廣之惠及整個社會。研究所設有「國際商業研究中

心」及「責任企業研究中心」，就以下四大重點研

究範疇開展研究及合作項目：1) 國際商業大數據分

析；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3) 全球化與管治；及 4) 精神導向、倫理與管理。此外，研究所

亦會派遣教研人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及活動，藉此擴闊視野，當中獲得的新知識及訊息，亦

可與學生分享，達致教學相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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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學研究所致力就香港獨特的「兩文三語」教學環

境及文化，以及相關的教育議題，開拓重點研究項目。

推行雙語教育以培養精通兩文三語的人才，一直是香港

作為國際城市的競爭優勢，而近年公眾及學術界亦對語

文教育的發展及研究興趣日增，雙語教學研究所的成立

將有助回應這些訴求，為相關研究項目尋找新出路。研究所將致力培訓年輕研究人員，支持

大學在語文及教育相關研究項目的長遠發展。研究所將推薦教學人員到其他學術研究機構進

行實習及參與不同國際學術會議，讓他們可從經驗豐富的專家學者身上，親身瞭解最新的研

究方法及課題，期望日後可助大學在相關領域帶來突破性的知識及發現。

開放及創新教育研究所致力開展及促進有關開放、創新

及靈活教育的研究及學術工作。為教育界尋找有效、實

用及具影響力的方法，提升教育質素，推動靈活及開放

教育的普及。其六大研究範疇為：1) 學習分析和大數據

應用方法；2) 網上、流動和混合式學習；3) 教學設計

和創新教學方法論；4) 開放教育；5) 開放教育資源；

及 6) 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MOOCs）。研究所也會與

世界各地頂尖的專家合作，在國際和區域層面為開放教育和教育創新尋求新的發展方向。

公共及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致力提供平臺讓本地以至於

全球專家，就重要公共及社會議題交換意見，促進跨領

域知識交流及合作。中心將集中探討「房屋」及「人口

高齡化」政策，以社會科學的角度，就相關本港社會經

濟政策進行研究，提出創新的思維、分析和建議。相關

研究成果將期望為政策抉擇者提供政策分析和建議，並

讓公眾知悉各種替代政策帶來的影響。中心將邀請傑出學者為公大學術人員提供專業指引及

支援，增強他們的研究能力。中心希望透過種種活動，可有效提高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品質和

效率，有利香港長遠的穩定發展。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是要為學習及研究中華文化設立一個

平臺，通過舉辦各類課程及活動，讓同學們體驗及感受華

夏文化的精神，參與中華文化的傳承。中心以弘揚中華文

化為宗旨，致力於以下三大目標： 1）舉辦各類課程及活

動，期望可成為開拓同學中華文化學習體驗的平臺；2）

支持及推動大學有關中華文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及 3）

與不同文化及學術團體合作，將弘揚中華文化的工作延伸至中學學界以至廣大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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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香港公開大學設有多項由政府、專業團體、企業和私人贊助的獎助學金，以獎勵學業成績優

異學生及資助有需要的學生。2019-20學年，我校共有約一千名同學獲頒發逾 1,100萬港元

獎助學金。

為了鼓勵成績優異的內地同學入讀，我校繼續為入讀 2021學年全日制本科生課程的內地高

考生提供入學獎學金，金額分別為港幣 8萬元和 4萬元兩個等級。如獲得入學獎學金同學

在香港公開大學修讀期間成績持續優異，則可持續四年獲頒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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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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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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及升學率高達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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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社區及社會服務業：27%

教育機構：13%
政府：3%

从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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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分享

李嘉欣

（2020 届語言研究与翻譯專业畢业生，目前于英

国华威大学修讀碩士課程）

“大學時光真是過的太快了。回想 2016年的青澀

稚嫩，這一路走來，有太多感歎。公大提供給我

的，是一個廣闊自由的平臺，無論是校園活動還

是社會實踐，都很豐富多樣。記得剛到香港，校

方和學生會舉辦的一些破冰活動沖淡了我初來乍

到的迷茫和不安，後來因為經常關注學校電郵，

我看到了許多提升自我的寶貴機會。譬如在讀期間我申請了一項國外實習計劃，經過校方提

供的各方面輔導，如編輯簡歷和麵試技巧等，我的申請過程一切順利，成功開啟我人生第一

次長達兩個月的出國之旅。目的地是西班牙巴賽隆納，我在一家當地的房地產公司做初級項

目經理。那段時間我接觸到許多不同國家各種背景的客戶，去了附近很多地方，也結識不少

新夥伴，眼界心態都有很大的改變。”

桂淩青

（2020 屆工商管理專業畢業生，目前于香港中文

大學修讀碩士課程）

“回顧在公大四年的這段時光，更多的是充實與

感激。充實是作為一名商科的學生，學校的課程

安排很廣泛，能讓學生接觸到不同領域的知識；

另一點是香港的大學暑假都比較長，有三個月時

間，期間學校會給學生提供很多機會，比如各種

專業的實習，境內外交流團，志願者活動等等，

當然也不乏各類組織舉辦的活動。這些活動有助於提升個人能力，開拓視野，同時也是為未

來就業提供經驗，務實基礎。感激的則是在公大認識的人，不論是老師還是同學都能感受到

他們的熱情與善意，在學習生活中同學之間相互幫助鼓勵，老師也會耐心指導並提供建議，

這些都很好的印證了公大包容開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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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維娜

（2017 屆英語研究專業畢業生，現任職于香港金城營造

集團）

“英語研究專業其實並不局限於語言學，其中更是涉及了

社會、人文、文學等眾多方面。我更偏向理解其為一個

綜合性的學科，以英文作為工具，在進一步學習和熟悉

運用這門語言的同時，認識、理解不同的文化和社會變

遷，提升文學涵養。選修課程也提供了體驗其他學院不同專業的機會，有助於豐富我們的知

識面；在跨學科體驗和學習的過程中，也能或多或少地引入對自我的認知和審視。這些也

都將潛移默化地影響之後自己對就業方向的思考。學習是硬實力，社團和社會經歷則是軟實

力。香港的確是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的地方，機會多，發揮空間廣。公大也為學生提供了豐富

多彩的學生活動，包括了海外學習交流、校園義工、暑期實習等等，鼓勵我們去經歷和開拓

視野。”

田雨佳

（2018 屆互聯網科技專業畢業生，現任

職於香港電訊）

“公大互聯網科技專業的課程並非一成

不變，教授們會參照市場上熱門且需求

量大的技術設計新的課程，例如在幾年

前剛剛興起雲計算和大數據的時候，我

們就已經開設了 Cloud Computing以及

Data Mining作為四年班的選修課，並

一直延續至今；近年來見到人工智能在全球範圍興起，我們專業也在 2018年的時候新增了

AI-Machine Learning科目。類似這樣的調整，令我們對熱門的科技有所掌握，增加了我們

將來找工作時候可以選擇的方向，相應的增加了我們的競爭力。再說到我本人現正從事的資

訊安全行業，也是因為四年級的時候選修了 Network Security課程，才學習到相關的概念和

技能，現在回過頭來看，這門課正是我入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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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內地生可申請入住位于旺角和紅磡的香港公開大學統籌的校外宿舍。住宿費用每月約港幣

5,000至 6,000元，攜帶個人用品即可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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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e, Progredere, Crea

校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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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2、(0755) 8377 5854

 傳真：(0755) 8377 5872

 電郵：ftmug@ouhk.edu.hk

2. 香港公開大學　教務處入學及註冊組 (本科生課程 )

 地址︰香港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81號賽馬會校園 E座地下 E0G05室

 電話：(852) 3120 2589

 傳真：(852) 2406 2155

 電郵：regadmu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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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ftmug@ouhk.edu.hk
mailto:regadmug@ouhk.edu.hk
http://www.ouhk.edu.hk
http://www.ousz.com


學位獲國家教育部認可

內地招生簡章

2021 年9月入學

全日制
本科生課程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九龍何文田

電話：(852) 2711 2100

網址：www.ouhk.edu.hk

掃描二維碼

關注本校微信公眾號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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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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