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科技大學本科招生網頁載有更多招生相關資料。如有查詢，可與香港科技大學本科招生及入學事務處聯絡。

聯絡查詢

【本簡介為有意申請香港科技大學2013 - 14學年本科課程的內地同學提供信息。今後內容如有更改，
當以本校公布的最新消息為准。】

電話：（852）2358 8384 傳真：（852）2358 2536

地址：香港九龍清水灣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大樓4006室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至下午5:30（星期六、日及香港公眾假期休息）

報名及錄取程序
Application and Admission Procedure

截止報名日期：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香港科技大學網上申請系統：http://join.ust.hk/mainland

*注: 香港科技大學並沒有委託任何中介機構為本校進行招生或錄取工作。

申請人應按以下程序直接向香港科技大學遞交入學申請*注
 

通過香港科技大學網上申請系統建立報名帳戶

按照網上申請系統發出的電郵，啟動報名帳戶

登入報名帳戶填寫個人資料、學院選擇、高考資料等

通過網上申請系統繳交申請及評審費，上載所需補充文件，並確認遞交申請
（必須於六月十一日前完成）

通過網上申請系統補交高考號
（必須於六月十一日前填報）

六月下旬高考成績發布後，盡快通過網上申請系統填報高考成績，以便大學決定同學面試資格

高考成績達本校面試分數線之申請人將獲邀參加六月底的面試，面試詳情將于网页另行公佈

根據國家教育部規定，獲得香港自主招生院校錄取的學生，內地統招高校將不再予以錄取。凡獲得本校錄
取並向本校繳納留位費以確認接受錄取的學生，本校會將其姓名與高考考生號呈交教育部及相關省巿招生

辦公室，該學生從而不再具備獲內地統招高校錄取的資格。

錄取結果將於面試結束後至七月六日公佈，同學會同時得知是否獲發入學獎學金

 http://join.ust.hk/mainland msp@ust.edu.hk

香港科技大学
內地本科招生簡介

20132013

2 011及2 012年
亞洲頂尖大學排名

第1位



多元文化校園
香港科大設有五所學院，二十個學系／學部。其中理學院、工學院、工商
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開辦本科及研究生課程。院系間亦合辦各種
跨學科及聯合課程，供同學選讀。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則同時在廣州南
沙校區開辦研究生課程，為學生提供研究機會。

院系設置

香港科技大學朝氣蓬勃，快步躍進，建校伊始，即以建立
國際化研究型學府為明確目標，在世界各地招攬最優秀的
教學研究人員與行政專業人士，以嚴格的管理制度，使人
盡其才，物盡其用。香港科大雖只創校廿載，已成為全球
知名的研究型大學，在國際學術界廣獲認同。憑著科學、
工程、商業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出色研究，優秀的教學質
素，多元的校園文化，香港科大過去兩年連續獲得「亞洲
第一大學」之美譽，與全球頂尖的大學並駕齊驅。

香港科大現有學生逾一萬二千名，包括八
千多名本科生及三千多名研究生。近年就
讀香港科大的國際本科生數目不斷增加，
比例領先於香港眾多大學。在非本地本科
生中，內地及國際學生比例約各佔一半。
此外，香港科大致力開拓海外合作策略伙
伴，增加海外交流機會，培養學生環球視
野。現時香港科大國內外的合作伙伴大學
已近二百所，每年有七百多名來自世界各
地的本科交換生在香港科大學習，使香港
科大的本科生組合更多元化及國際化。同
學只要立足校園便能放眼世界，無論是學
習、生活，都有很多機會與各國同學互
動，以最直接的方式認識和接觸不同文
化，學習成為世界公民。

教研環境
香港科大擁有強盛的優秀師資隊伍、國際
一流的先進實驗設施、電腦網絡設備，以
及網絡全球化的學術圖書資料查詢系統。
五百三十七位教授來自全球逾三十個國
家，均在世界頂尖研究型學府取得博士學
位，包括：哈佛、斯坦福、耶魯、劍橋、
牛津、多倫多大學、麻省理工、加州理工
等。教授加入香港科大前多在全球著名院
校取得豐富的教研經驗。

郭沛瑤 (青海)
工商管理學院 大一

高中畢業於青海湟川中學

Building on Excellence

追求卓越 引領創新
科大充滿挑戰和機遇：用英文溝通，並要條理清晰，重點突出；放開自
己，走出自己的狹小圈子，自然又自信地與來自全世界的人交流；調整
自己，安排時間，適應大學快速高效的生活節奏 — 既不耽誤學習而又
去嘗試各種豐富多彩的校園活動 — 每一項都是我們的實踐，因為大學
與高中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引述一位海外著名作家所說的話：「我們讀
大學無非就是尋找自己和社會的關係，弄清自己跟社會的契合點在哪
裡。」現在的我也在努力探索這些問題。我深信，科大關注社會和多元
的學生背景是每一個科大學子珍貴的資源，
助我們成為更加成熟優秀的人。

大學排名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全球大學排名2012 / QS世界大學排名》

工程及科技領域  第23位
《大中華區之冠》

社會科學與管理領域  第37位
自然科學領域  第52位

亞洲第1位 全球第33位



香港科大開辦的所有課程均以英語授課，並採用英文教材。本科
課程採用學分制設計，同學完成課程並累積所需學分可獲頒授學
士學位(設榮譽等級)。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一般為期四年，科技
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的修讀年期為五年。由香港科大設立的課
程，均在香港清水灣校園進行，使學生能於多元文化環境中學習。

香港科大會在首學期為新生特設迎新活動及個人成長學習系列，
使新生了解大學教育目的，掌握學習、思考和自我管理，協助同
學適應新環境。學習系列還包括不同活動，鼓勵學生擴闊社交圈
子，認識香港社會及文化等。

本科課程

World Clas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世界級研究型学府

梁思齊 (北京)
理學院(生物化學) 大二
高中畢業於
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

王雨前 (山東)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環球中國研究) 大二
高中畢業於山東省實驗中學

初到科大，已被它那依山傍海的美麗校園所吸引。各種形式的學術與課外活動，給我
相當大的空間選擇屬於自己的生活。大一首個學期，我便參加大學的本科生研究計劃
及國際基因工程生物競賽(iGEM)，使我在本科較早階段就能夠了解及參與科學研
究，探索研究興趣。喜愛運動的我，亦參加了大學的體育社團。去年參加民藝坊的活
動，讓我在異鄉找到家的溫暖；HKUST Without Boundary助我結識了來自世界各地
的朋友。科大年輕有活力，給我提供了無限的可能，令我能夠真正擁有我想要的大學
生活。

科大給我一種不斷挑戰自己的自由和條件，鼓勵我們嘗試新事物。選擇了也嘗試了，
成功過也失敗過，我才對自己有更深的了解，進一步走向成熟，學會對自己負責，
發掘自己的潛能，尋找真正適合自己的方向。在科大的每一天，都有激情。
人文社科學院的教授，都很親切敬業。下課後會主動問我聽課有沒有困難和問題；
在我迷茫時給我建議，鼓勵我堅定自己的選擇；令我明白什麼是批判性思維和獨立
思考。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帶給了我多種多樣有趣的信息，使我學會尊重，
建立友誼。他們優秀的品質，別樣的生活體驗，也叫我受益匪淺。

跨學科課程
同學可於入學修畢首年本科課程後申請修讀以下跨學科專業：

‧ 理學士(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      ‧ 理學士(環境管理及科技)       ‧ 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修讀年期為五年) 

跨學科本科課程網頁：http://www.ipo.ust.hk

全球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World Bachelor in Business
香港科技大學聯同美國南加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及意大利博科尼大學(Bocconi University)合作推出嶄新的全球工
商管理學士課程(WBB)。同學可遍歷亞洲、美洲、歐洲三大洲，了解各地文化與不同的學習及生活方式，並同時獲三所大學頒授學士學
位。大學之間的合作與開拓為同學提供嶄新體驗，開創高等教育的先河。

WBB採取特定的招生程序，同學須另行申請。關於課程詳情、申請資格及程序等，請參閱課程網頁http://wbb.ust.hk。

本科專業
入讀香港科大的本科同學，首一至兩年須先修讀大學核心課程及其所屬學院的基礎課程，其後根據所屬學院的

專業選修程序，挑選一門主修專業，或選擇修讀跨學科課程。關於各學院的課程設置及專業選修程序，請瀏覽

相關學院網頁。香港科大提供的本科專業包括：

主修專業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http://www.shss.ust.hk

理學士
‧ 環球中國研究：
人文及社會科學

‧ 中國研究
‧ 人文學
‧ 通識研究
‧ 社會科學

理學院 
http://science.ust.hk

理學士
‧ 生物化學及細胞生物學
‧ 生物科學
‧ 生物科技
‧ 化學
 專修課程－生物分子化學、環境 
 及分析化學、材料化學、純化學

‧ 環境科學
‧ 數學
 專修課程－應用數學、計算機科 
 學、數學及物理、高級純數學、 
 純數學、統計及金融數學

‧ 數學及經濟學
‧ 物理學
 專修課程－應用物理、物理及數 
 學、純物理

‧ 生物科學
‧ 化學
‧ 環境科學
‧ 數學
‧ 物理

工學院 
http://www.seng.ust.hk

工學士
‧ 化學工程學
‧ 化學及生物分子工程學
‧ 化學及環境工程學
‧ 土木工程學
‧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
‧ 計算機工程學
‧ 計算機科學
‧ 電子工程學
‧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
‧ 物流管理及工程學
‧ 機械工程學

理學士
‧ 計算機科學（雙主修課程）

‧ 航空工程
‧ 生物工程
‧ 工程管理與法律
‧ 環境持續發展與管理
‧ 資訊科技
‧ 科技管理

工商管理學院 
http://www.bm.ust.hk

工商管理學士
‧ 經濟學
‧ 財務學
‧ 綜合商業管理學
‧ 環球商業管理
‧ 資訊系統學
‧ 管理學
‧ 市場學
‧ 營運管理學
‧ 專業會計學

理學士
‧ 經濟及財務學
‧ 計量財務學

‧ 商業副修專業



本科生交換計劃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本科生研究計劃
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

實習計劃
Internship Program

香港科大積極推行各類交流活動，為同學提供眾多出
外交流學習、接觸不同文化的機會，開闊同學的國際
視野。香港科大「本科生交換計劃」的規模在亞洲區
大學中數一數二，超過四成的本科生有機會參與海外
交換，分別到全球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一百八十所著
名學府進修學習，為期一至兩個學期。另一方面，交
換計劃同時為大學帶來世界各地的交換生，在科大校
園營造各國文化與知識的交流園地。

研究是知識的來源，浸淫於研究環境之中，使同學目光與學術
界的前沿拉近。為推動本科生的研究文化，鼓勵創新思維，香
港科技大學於2005年設立「本科生研究計劃」。同學可以在學
期或暑假期間參加研究，在教授的指導下參與研究項目。2012

學年每個學期均有二百五十多個研究項目，共有五百二十多名
本科同學參加。

此外，香港科大分別與美國麻省理工及普林斯頓大學開展「國
際研究計劃」及「本科生研究交流計劃」，每年互派本科生往對
方大學參與研究項目。藉著尖端的研究經歷，助同學發揮學習
潛能、擴闊國際視野、提升研究水平。

香港科大設有完善的實習計劃及多元化的事業拓展活動，幫助同學培育
個人素養及提升競爭力，探索未來就業路向，為將來投身社會做好準
備。參與實習計劃的機構眾多，其中包括：

Global Talents

國際人才培養

一般人很多會覺得國內學術比較好，不過相
比起過去競賽時的隊友，我覺得在香港科技
大學有更多機會實現自己的抱負。這裡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主流限制。只
要自己找到合適的事，有自己的想法，便會
有空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大學提供許多機
會，從研究到實習，資源相當豐富。大一首
個學期，我便隨教授參與了一個研究項目，
為將來出國讀研，做好準備。

科大是一所專注於研究的大學。我從大三下學期開始，就和兩位教授一起做圖像方面
的研究。我們幾乎每天都有郵件交流，直到大四畢業時我們已經交流了兩千多封郵
件。教授還在實驗室里為我安排了一個辦公檯，方便我和其他研究生溝通。這段日子
從教授身上學到很多，而科大的各種資源亦十分豐富。
這些經驗助我畢業後繼續研究和發展。我們的同學出路廣闊，有些赴海外或留港深
造，有些留港工作或自行創業。我認為，這一方面得益於科大一流的教研質素，另一
方面科大的學生本身素質很高。希望你也能成為我們的一員。

易可欣 (湖南)
理學院(物理)  大二
高中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2011年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金獎

陳啟峰 (廣東)
理學士(計算機科學及數學) 雙主修畢業生
現於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
2007年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獎
高中畢業於中山紀念中學

2005-2007 三度奪得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牌
2009暑假 首爾成均館大學暑期交換生
 Microsoft Research Asia(微軟亞洲研究院) 暑期實習生
2010秋季 美國密歇根大學交換生
2011春季 ACM國際大學生程序設計競賽金獎(世界8300支隊伍中第2名)
2011暑假 香港科技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RIPS-HK工業研究項目
2012春季 獲美國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  
 伯克利分校、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密歇根大學安娜堡九所高校以全額獎學金錄取攻讀碩博學位

‧ 摩根大通
‧ 花旗集团
‧ 匯丰银行
‧ 中国银行
‧ 中國建築

‧ IBM
‧ P&G
‧ 彭博
‧ 微軟
‧ 高盛

‧ 新鴻基
‧ 国泰航空
‧ 香港天文台
‧ 香港迪士尼
‧ 香港金融管理局



高婧 (陝西)
工商管理學士
(環球商業管理及經濟學) 雙主修畢業生
香港網絡新星有限公司創辦人
(負責市場與業務拓展) 
高中畢業於西北工業大學附屬中學

2010-11 哈佛大學本科交流計劃
 曾任波士頓創業領導力培訓計劃
 香港區創始主席

啓智育才  共創前程
Meet Our Students

初到香港科技大學時，心懷希冀，終於可以嚐嚐
外面的世界，感受不同的視野。一直以來，我都
有一個信念，希望能夠好  好栽種自己，為身邊的
人帶來更多正面的影響。大三那年有機會前往哈
佛讀書，感受那種深刻到骨子裡的人文關懷，體
會到高級智慧對人心靈的慰藉。長時間與千奇百
怪的傑出人物共事，使我看到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中實實在在的價值。我知道這是我的歸屬，於是
便往這個方向發展，開始嘗試開創事業，成就了
我現在的發展。

時光荏苒，轉眼間已走過了在科大的四年，現在在普林很
是懷念依山傍海的科大。作為亞洲一流的國際化大學，科
大給學生很多機會，近距離接觸學術界、工業界、商業
界，例如每年暑假的本科生研究項目，學校資助團隊項目
去參加比賽和實習。四年間，我獲得的不僅僅是知識，更
懂得如何去探索、去發掘自己的潛力。這裡的學習和生
活，非常靈活，供我們尋找適合自己的一條路。與同學、
教授分享交流，前方的路漸漸明朗，我也體會到責任感、
自信心的重要。同時，國際化的視野使我收益頗多：與不
同背景的同學交流，參與國際交流項目，學術會議等等，
帶我走進一片廣闊的天地。這些點點滴滴，令我和這所年
輕有活力的大學一起成長，一起進步。

王姍姍（廣東）
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畢業生 
(土木及結構工程學及綜合商業管理學)
現於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任職工程師
高中畢業於湛江第一中學

2009年夏 香港商界環保協會實習生
2010年秋 荷蘭鹿特丹大學交換生
 荷蘭研究機構Sociaal-Economisch  
 Onderzoek Rotterdam BV實習生
2011年春 美國康奈爾大學交換生
2011年夏 麥格理資本集團債務
 資本市場部實習生

五年來，藉著科大提供的各種交流和比賽
機會，我遊歷了二十個國家、五十多個城
市。離開家庭獨立生活和在不同文化中游

歷都不是易事。幸運的是我在摸
索學習的過程中終於慢慢成長，
慢慢懂得自己想要選擇的工作和
想要過的生活究竟是如何的模
樣。當年選擇科大選擇雙學位其
實是一個頭腦發熱的決定，可幸
運的是這是一個讓我不曾也永
遠不會後悔的決定。

王曉荔（遼寧）

2009-10 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參加亞太區機器人比  
 賽，奪得亞軍
2010年夏 香港科技大學本科生研究計劃
2011年春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交換生，並以  
 電子工程的畢業設計奪得該校第一名
2012年春 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
 畢業前已獲普林斯頓、斯坦福、哈佛 
 大學以全額獎學金錄取攻讀博士課程

工學士(電子工程學) 畢業生(                ）
現於普林斯頓大學攻讀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高中畢業於東北育才學校

副修數學

畢业生前往深造的学府 科大畢業生受聘機構

‧ 高盛
‧ 瑞信
‧ 安永
‧ 畢马威
‧ 德勤华永
‧ 普华永道

‧ 奧雅納
‧ 聯合利華
‧ 摩根大通
‧ 美林證券
‧ 艾利丹尼森

‧ 匯豐銀行
‧ 中銀香港
‧ 花旗集團
‧ 巴克萊銀行
‧ 蘇格蘭皇家銀行

‧ 斯坦福大學
‧ 普林斯頓大學
‧ 哥倫比亞大學
‧ 倫敦大學學院
‧ 佐治亞理工學院
‧ 巴黎高等商學院
‧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 哈佛大學
‧ 麻省理工
‧ 牛津大學
‧ 紐約大學
‧ 西北大學
‧ 賓州大學
‧ 倫敦商學院

注：以上僅為名單節錄，排列不分先後。 注：以上僅為名單節錄，排列不分先後。

香港科大的畢業生，深受香港及跨國企業歡迎。內地
畢業生中  ，有不少選擇繼續深造，赴北美、西歐著名
大學或留港攻讀研究院課程。

科大畢業生 2012年內地本科畢业生去向

注：調查於2012年5月進行，共獲一百位畢業生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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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訊息
Join HKUST

‧ 2013年國家統一高考成績；及

‧ 本校英語面試評核

香港科大將根據當年實際申請情況，並參考各
省市的一批線及各重點大學往年的分數線等，
訂定本校各學院的面試分數線。申請人之高考
成績只要達所選學院的面試分數線，便會獲邀
參加該學院的面試。

去年獲錄取的同學的高考成績一般高出一本線
約110分(最高226分)。本校希望招收的同學
不但學業成績優異，思想活躍，還具備領導才
幹、開放態度，並勇於接受各類不同的挑戰。
面試以小組討論形式進行，以英語為溝通語言
但不是英語口試。老師著重觀察同學的心理素
質，應對與溝通能力，對自身的了解，以及對
各類不同事務的興趣、看法與見解。面試時，
同學闡述理念觀點立場要言之有物，條理清
晰，有邏輯性。在小組討論的互動中，展現自
己，尊重他人。

錄取標準

香港科技大學以擇優方式錄取，並非採取計劃招生，不會劃定各
省市招生名額。
2013年招生名額：約一百五十名

招生名額

本校設有入學獎學金，嘉勉高考成績卓越並在入學面試表現突出的同
學。獎學金經由大學統一評定，毋須同學自行申請。

香港科大不會預先設定獎學金名額或比例，獎學金分配乃根據當年申請
同學的素質評定。獎學金種類及金額不一，設有全額獎學金、學費全
免、部分學費豁免、及少量生活費津貼等多種。

除獎學金外，大學亦設有少量內地招生助學金，扶助家中經濟有特殊困
難的同學。助學金必須自行申請，並提供經濟狀況證明供審核。申請詳
情請參閱本校獎助學金辦事處網頁(http://scholarship.ust.hk)。

獎學金

證件辦理

本校為所有非本地的本科同學提供首兩學年的住宿(校內或校外)。其後
的宿位申請與分配，將與全校本科同學統一審查和分配。本校鼓勵同學
積極參加各類型課外活動，投入校園及宿舍生活；故此，同學參與課外
活動的情況，將會是第二學年之後獲得宿位分配的重要考慮指標。

宿舍安排
香港科技大學採用學院制收生，申請人須先從以下
課程名單中選報一項 注1： 

‧ 理學 注2

‧ 工程學
‧ 工商管理
‧ 環球中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
‧ 環球商業管理 注3

同學在入學完成一至兩年的大學核心課程和學院基
礎課程後，方從其所屬學院中挑選一門主修專業，
或選擇修讀跨學科課程。

專業選擇

注：

1.每位申請人只可選報上述其中一項。申請一經遞交，將
不能更改選擇。建議申請人於確認遞交申請前，詳細閱
讀課程介紹。

2.申請「理學」的同學，將自動獲理學院「國際科研課程」
一併考慮。關於「國際科研課程」的詳情，請瀏覽
http://science.ust.hk/why4y.html。

3.申請「環球商業管理」的同學，將同時獲「環球商業管
理」及「工商管理」兩個課程考慮。「環球商業管理」課
程的要求相當高，只有各方面都符合所需要求的申請人
方有機會入讀該專業。

獲錄取的非本地同學必須向香港入境事務處
申請來港就讀簽證／進入許可標籤。同學收
到錄取通知時，將同時收到香港科大提供的
簽證申請指南。

‧ 香港科技大學在內地進行獨立招生，不佔內地統招志願

‧ 申請人必須備有內地戶籍，並參加2013年度國家統一高考  
 （包括复讀生）

申請資格

http://join.ust.hk/international
不参加高考，但持有其它學歷的申請人，
 請參閱

學生住宿資訊：https://sao.ust.hk/housing/ 

申請及評審費 港幣四百元
 

學費 每學年港幣十二萬元（分兩期在學期開始前繳交）

住宿、生活費及雜費 每學年約港幣四萬元

費用
付款方法請參閱 http://join.ust.hk/main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