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科技大學本科招生網頁載有更多招生相關資料供同學及家長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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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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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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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1日
網上申請系統：http://join.ust.hk/mainland

*注:香港科技大學并沒有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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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通過香港科技大學網上申請系統遞交入學申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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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
內地本科招生簡介

20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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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動報名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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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確認遞交申請
（必須于六月十一日前完成）

補交高考號
（必須于六月十一日前完成）

六月下旬高考成績發布後，儘快通過網上申請系統填報高考成績

高考成績達本校指定面試分數綫之申請人將獲邀參加六月底的面試，
面試點暫定為北京、上海及廣州

按照國家教育部指示，本校將於七月六日之前完成錄取工作。凡獲本校錄取之同學須繳納留位費，以示確
認。同學確認接受錄取之後，其姓名及高考考生號碼，將呈交教育部及相關省市招生辦公室。此後同學便

不再具備資格參加內地高校的統一招生。

blog.sina.com.cn/hongkongust
weibo.com/hongkongust

t.qq.com/hongkongust

page.renren.com/601059171

hkust.t.sohu.com http://join.ust.hk/mainland

msp@ust.edu.hk



多元文化校園
香港科大設有五所學院，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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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科及研究生課程，而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同
時為本科生提供通識教育，以利學生的全面發展。香港科大亦開辦各種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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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頂尖大學排名  第1位
         全球頂尖大學排名   第40位
   工程及科技領域   全球第22位

香港科技大學（下稱「香港科大」）是一所朝氣蓬勃快步
躍進的學府。建校伊始，即以建立國際化研究型學府為明
確目標，傾盡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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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廿載，香港科大已成為全球知名的研究型大
學，得到廣泛的國際認同。

香港科大現有學生約一萬名，包括六千多
名本科生及三千多名研究生。近年在香港
科大的海外本科同學數目不斷增加，國際
學生比例是本地大學中最高之一，而非本
地生中內地及國際學生約各占一半。此
外，香港科大致力開拓海外合作策略伙
伴，增加學生海外交流機會，以培養環球
視野。現時與香港科大合作的大學已近200
所，每年有700多名來至世界各地的本科
交換生在香港科大學習，讓香港科大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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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學習上或生活
上都有很多機會與各國同學互動，認識和
接觸不同文化，成為一個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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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全球24個國家的490多名教授，全部擁
有博士學位，其中80%來自世界頂尖研究
型學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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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們多在歐美著名學府取得豐
富的教研經驗。

易可欣（湖南）
理學士（物理）學位課程基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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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on Excellence

追求卓越 引領創新

2011 年《QS 世界大學排名》

初中時，就听說過香港科技大學。多年來，一直夢想到香港求學，父母
都很支持。如今能成為香港科大一分子，心情相當興奮。

選擇香港科大，因為學術氛圍自由，因為研究水平國際化，因為出外交
流機會特別多。對於計劃將來出國讀研，科大是一個最好的平臺。

剛來到科大時，林林總總的事情都得自己辦，起初著實有點不習慣。幸
好大學給予學生充足的協助，一個月下來，基本上都適應了，我還認識
到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這裡讀書很自由，很多事情都由自己掌
控，而我已為自己訂下第一個目標，便是要好好分配時間。只有這樣，我
才能好好把握機會，盡量享用
科大給予學生的資源。



香港科大開辦的所有課程均以英語授課，并采用英文教材。
本科課程采用學分制設計，一般為四年全日制學士學位課
程；而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之修讀年期為五年。同學完成
課程，并累積所需學分後，可獲頒授學士學位（設榮譽等
級）。整個課程均在香港校園進行，讓學生在多元文化的環
境中學習，擴闊視野。

香港科大會在首學期為新生特設迎新及個人成長學習系列，讓
新生了解大學教育目的，掌握學習、思考和自我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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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如以國家統一高考考生身份報考，必須先從理學院、工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選擇申請入讀的學院，
在完成一至兩年的大學通識科目和學院的基礎課程，對各專業有較深認識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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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專業的詳情請參閱：
http://join.ust.hk/apply/mainland/programs/program-list

本科專業目錄

World Clas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世界級研究型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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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環境科學

‧ 數學

‧ 數學及經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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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管理學院 
http://www.bm.ust.hk

工商管理學士
‧ 專業會計學

‧ 經濟學

‧ 財務學

‧ 綜合商業管理學

‧ 環球商業管理

‧ 資訊系統學

‧ 營運管理學

‧ 管理學

‧ 市場學

理學士
‧ 經濟及財務學

‧ 計量財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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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學科本科課程
同學可于入學修畢首年大學通識科目及學院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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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學科課程事務處網頁：http://www.ipo.ust.hk

(雙主修課程)

(修讀年期為五年)

梁思齊（北京）
理學士（生物化學）
學位課程基礎年

高中畢業於
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

初到香港科技大學，我就被它那依山
傍海的美麗校園所吸引；讓人眼花繚
亂的各種活動，更給了我選擇自己生
活的機會。民藝坊讓我在异鄉找到家
的溫暖，HKUST Without Boundary幫
助我結識來自各地的朋友，各類體育
社團更滿足了我運動的愛好。本科生
研究計劃以及iGEM等許多進行研究項
目的機會更會使我在本科階段就能够
瞭解并參與科學研究，這正是我理想
中的大學，也正是我選擇香港科技大
學的原因。這所年輕有活力的學校給
我提供了無限的可能，讓我能够真正
擁有我想要的大學生活。



‧ 香港金融管理局
‧ 香港天文臺
‧ 香港迪士尼
‧ 微軟
‧ IBM 

‧ 彭博
‧ 中國銀行
‧ 匯豐銀行
‧ 高盛
‧ 摩根大通 

‧ 花旗集團
‧ 中國建築
‧ 新鴻基
‧ 國泰航空
‧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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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開闊同學的國際視野，香港科大積極推行各類交流
活動，為同學出外交流學習，接觸不同文化，提供眾
多的機會。香港科大「本科生交換計劃」，每年為百
分之三十的本科生提供充份機會，到全球30個國家或
地區170多所著名學府，進行為期一至兩個學期的交
換生進修學習。另一方面，交換計劃同時為大學帶來
世界各地的交流生，使科大校園成為一個文化與知識
的國際交流平臺。

香港科大致力推動本科生的研究文化，鼓勵創新思維，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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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在香港科大教授的指導下參與研究項目。去年，研究項
目數目約有170個，共有290位本科同學參與研究。

香港科大設有完善的實習計劃及多元化的事業拓展活動，幫助同學加
強個人素質及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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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國際人才

2011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民間藝術坊
財務秘書
2011 暑假 
中國南方日報實習記者
花旗銀行青少年精英計劃

在科大三年，我最喜歡的就是科大濃厚的學術氣氛了，教授和學生走
得很近。每天我都會和教授交流郵件，探討不同的解决方法；而我的
一個研究小組每周都會舉行一次會議，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
進展。很幸運的是，我在科大找到我喜愛的研究方向：圖像和視覺。
我們的研究團隊正在製作全球最大的香港夜景電子全景圖，相信這圖
片一定會很好看哦！

尹姝卉（北京）
理學士（化學）學位課程一年級
高中畢業于北京第四中學

2010-11
國際學生協會下屬委員會成員
香港科技大學內地學生大使
香港地質公園導賞義工

在科大日益適應和進步的時光，真的很精彩。我很熱愛科大年

輕、國際化的環境，能與世界各地的朋友一同交流，分享彼此的

故事。每天都為著嶄新的機遇和目標努力，去獨立思考和豐富平衡自

己的生活。課堂溫暖氛圍的專心投入、社團和各種活動的盡情參

與、對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吸收，這些都是我在科大收穫的美好。

這些日子，我成長得很快，很多。從中學時代只滿足應該做什

麽，到現在主動去思索我可以怎麽做，怎麽把自己無二獨一的價

值體現和分享；不再粗略幾筆簡單寫寫計劃，而時時觀察著世界

的變化而不斷修善自己的夢想；不僅汲取書本知識，更喜歡從每

天緊凑豐富的經歷中找尋經驗和意義；面對挑戰自己的機會，也

積極準備，抱著自信樂觀的心情去全力嘗試。看看身在科大的歲

月，我很感謝這樣的科大生活；我也相信，這以後我會在科大繼

續努力著，成長著，快樂著。

陳啓峰（廣東）
理學士（計算機科學及數學）雙主修三年級
2007年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獎得主

高中畢業于中山紀念中學

三度奪得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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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密歇根大學交換生，并代表該校參加
ACM國際大學生程序設計競賽奪得金獎

香港科技大學本科生研究計劃
香港科技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RIPS-HK工業研究項目

2005-2007
2009暑假

2010秋季  

2011春季 
2011暑假 

在科大一年多的生活，我確實獲得了期待的
感受。科大國際化的視野，使我得以和异國
同學住在同一個宿舍，參與同一個課堂，策
劃同一項活動。英語由一門考試科目變成了
日常交流的工具；晚上走到宿舍樓的休息
室，也許就可以和教授或者朋友聊聊共同感
興趣的問題。

校園內外，我們有不少鍛煉能力的機會，我
曾協助舉辦科大第一届才藝競賽，參與過義
工服務活動。這些種種讓我懂得大學生的使
命，要為社會做出一些貢獻，而不只是待在
安逸的校園中，每日為小小的考試發愁。我

真正體會到了幫助別人的快
樂。相信接下來在科大的生活
會更加精彩！

陳霄（四川）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一年級
高中畢業於成都外國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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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部份選擇赴北美、西歐等著名大學
或留港深造。

附注：根據學生事務處進行的2010年畢業生調查，147名內地畢業生中，
共有71位回復。

畢业生前往深造的学府 畢业生受聘机构

‧ IBM
‧ BMW 
‧ Nokia
‧ ASAT Inc
‧ Maersk Line 
‧ Exxon Mobil
‧ Black & Veatch 

‧ 微軟
‧ 高盛 
‧ 拜耳
‧ 英特尔
‧ 國泰航空 
‧ 美林證券
‧ 匯豐銀行

‧ 安永
‧ 畢馬威
‧ 德勤华永
‧ 普华永道
‧ 通用电气 
‧ 三菱化学
‧ 摩托羅拉

‧ 哈佛大学
‧ 劍橋大學
‧ 麻省理工學院
‧ 加州理工學院
‧ 斯坦福大学 

‧ 耶魯大學
‧ 牛津大学
‧ 滑鐵盧大學
‧ 多倫多大學
‧ 普林斯頓大學 

啓智育才  共創前程
Meet Our Students

科大畢業生
2010年內地本科畢业生去向

留港工作
56.3%

留港深造
15.5%

海外深造
23.9%

創业
1.4%

其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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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騰（浙江）
理學士（計算機科學及數學）雙主修畢業
任職高盛投資銀行分析員
高中畢業于杭州高級中學

2009秋季   香港科技大學本科生研究計劃
2010春季   美國伊利諾大學交換生
2010暑假   高盛投資銀行暑期實習生

孫一晨（上海）
工學士（土木及結構工程學）畢業
現于美國麻省理工修讀運輸學碩士課程
高中畢業于上海市格致中學

2009-10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交換生

2011 畢業前已獲得麻省理工、加
州理工、斯坦福大學、加州
大學伯克利分校、西北大學
、密歇根大學、普渡大學及
佐治亞理工學院錄取修讀研
究生課程，其中獲得五所大
學頒發獎學金。

我認為，我做了一個明智的抉擇。科大教學資源
豐富，各式各樣的機會啓發我的潜能。年青人對
未來的發展，總會感到迷惘。幸而我在科大的四
年裏，可以自由地探索，讓我認清自己的發展路
向。參與研究項目、機械人比賽、搖滾樂團，當
交換生、暑期實習生，這些珍貴的經歷，帶領我
走出困惑與迷失。

科大給予我的教育豐富學識、强化體認，更是啓
示心智、博大胸懷。感謝科大，讓我體會到了公
平的要義，懂得了怎樣正確判斷自己的潜力，怎
樣樂觀積極地面對周遭的世界；更加慶幸的是，
在科大的四年裏，我由一個懵懂少年，成長為一
個有信心、亦有擔當的青年。

我在科大得到了非常多鍛煉能力的機會，讓我及
早明晰未來的方向。科大有著最年輕、積極、又
包容并蓄的集體：不同背景、异種文化的人們聚
集在一起，讓我們放眼世界。

時光飛逝，眨眼間便在科大度過四年。以前從沒想過，當
年的决定對我一生至關重要。當我遠赴他鄉，逐漸懂得獨
立，學會自我企劃。科大辦學嚴謹，學術氣氛濃厚，雖然
面對不少學習壓力，然而收穫豐富、經歷難忘。

以下與您分享我的小小格言，希望可以幫助學弟妹們日後
發展。
‧ 裝備自己，把握機遇。
‧ 認識自己，忠于自我，從心感受，不為他人左右。
‧ 尊重別人，擴闊圈子，增進知識。
‧ 積極探求，永不言敗，無懼挫折。

高原（上海）
工商管理學士（財務學）畢業

任職花旗集團亞洲投資銀行分析員
高中畢業于上海中學

2008-09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民間藝術坊內務副主席
2009 春季 《彩虹星期天》讀寫障礙學生服務計劃義工
2009 暑假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征信管理局暑期實習生
2010 春季 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交換生
2010 暑假 花旗集團投資銀行暑期實習生



   招生訊息
Join HKUST

‧ 香港科技大學在內地進行獨立招生，不占內地統招志願

‧申請人必須參加2012年度國家統一高考（包括複讀生），而其
戶籍所在地亦必須在以下指定範圍內：北京、重慶、上海、天
津、安徽、福建、甘肅、廣東、廣西、貴州、海南、河北、黑龍
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蘇、江西、吉林、遼寧、內蒙古、寧
夏、青海、陝西、山東、山西、四川、新疆、西藏、雲南、浙江
（招生省巿若有變動，當以國家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名單為准。）

持有其它學歷的申請人，請參閱http://join.ust.hk/apply

申請資格
•  2012年國家統一高考成績；及
•  本校英語面試評核

本校將根據申請人之2012年國家統一高考成績，訂定
面試分數綫，决定申請人是否獲得面試資格。如申請
人之高考成績達所選學院的面試分數綫，便會獲邀參
加該學院的面試。

去年獲錄取的同學，高考成績平均高於一本線約110
分(最高207分)。本校不僅期望同學具備優異考試成
績，並有活躍的思想、領導才能和勇於接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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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采取計劃招生，不會劃定各
省市招生名額。
2012年招生名額：約150名

招生名額

申請及評審費           港幣400元

學費            每學年港幣10萬元（分兩期在學期開始前繳交）

宿費、生活費及雜費      每學年約港幣5萬元

費用

獲錄取的非本地同學必須申請來港就讀簽證／進入許可標籤。本校將
會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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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與全校本科同學統一審查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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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的情况，將會是第二學年之後獲得宿位分配的重要考慮指標之
一。同時，本校正在增加住校宿位數目，并會為有需要安排校園附近住
宿的同學，提供有效協助。

宿舍安排
申請人如以國家統一高考考生身分報考，必
須先從理學院、工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及人
文社會科學學院中選擇申請一個學院。同學
在入學完成一至兩年的大學通識科目和學院
的基礎課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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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選擇



香港科技大學本科招生網頁載有更多招生相關資料供同學及家長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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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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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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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1日
網上申請系統：http://join.ust.hk/mainland

*注:香港科技大學并沒有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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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通過香港科技大學網上申請系統遞交入學申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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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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動報名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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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確認遞交申請
（必須于六月十一日前完成）

補交高考號
（必須于六月十一日前完成）

六月下旬高考成績發布後，儘快通過網上申請系統填報高考成績

高考成績達本校指定面試分數綫之申請人將獲邀參加六月底的面試，
面試點暫定為北京、上海及廣州

按照國家教育部指示，本校將於七月六日之前完成錄取工作。凡獲本校錄取之同學須繳納留位費，以示確
認。同學確認接受錄取之後，其姓名及高考考生號碼，將呈交教育部及相關省市招生辦公室。此後同學便

不再具備資格參加內地高校的統一招生。

blog.sina.com.cn/hongkongust
weibo.com/hongkongust

t.qq.com/hongkongust

page.renren.com/601059171

hkust.t.sohu.com http://join.ust.hk/mainland

msp@ust.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