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 香港科技大学
2019年度内地高考招生资讯

网上入学申请系统： https://www.ab.ust.hk/applyUG

申请截止日期： 2019年6月 11 日

香港科技大学以学院及主修制课程并行收生，申请人可选报下列二十二个申请志愿选项冥中之一I页。当中个别选项备有调刑志愿，申请人将同时获另一相关主修／学院考虑（只适用于同时达到申请志愿及相关调刑志愿之面试分数要求的申请人）。

申请人递交申请后，不可更改已经选择的申请志愿及调刑志愿。请于递交申请前先参考学院目录及介绍。

｜调剂志愿 高考学科类别要求 眶疆噩噩噩圃
理学±

理学’ ·生物化学及细胞生物学 ·海洋科学与技术1

理科 物理 、化学 、生命科学／生物
·尘物科学 ·物理

理学院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及商学2

国际科研 理学 ·化学 ·数学与经济学2

·数学 ·数据科学与技术1,3

工学士

·航空航天工程学 ·计算机科学

工程学a ·生物工程学1 ·决策分析学1

·化学工程学 ·电子工程学

·化学及环境工程学 ·工业工程及工程管理学

理科 物理 、化学 、生命科学／生物 ·土木工程学 ·机械工程学
工学院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 ·可持续能源工程学1

·计算机工程学
理学土（综合系统与设计） 1 

（申请人须递交「DTP作品集」）会
工程学 理学士

·计算机科学 ·综合系统与设计1

·数据科学与技术1,3

工商管理a 工商管理学土

工商管理学士（经济学） ·经济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士（金融学） ·金融学 ·市场学

工商管理学士（环球商业管理） ·综合商业管理学 ·营运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士（资讯系统学） ·环球商业管理 ·专业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土（管理学） 文理科皆可 没有科目要求 ·资讯系统学

工商管理学士（市场学）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士（营运管理学）
理学土

工商管理学士（专业会计学） ·经济及金融学 ·生物科技及商学2

理学士（经济及金融学） ·量化金融学 ·数学与经济学2

理学±（量化金融学）

人文社会
理学士（环球中国研究） 理学士（定量社会数据分析） 理学士

科学学院
文理科皆可 没有科目要求 ·环球中国研究

理学土（定量社会数据分析） 理学土（环球中国研究） ·定量社会数据分析

学院联合
理学士（生物科技及商学） 2 化学 、生命科学／生物 理学士（生物科技及商学） 2 

提供课程
工商管理／理学 理科

理学±（数学与经济学） 2 物理 、化学 、生命科学／生物 理学±（数学与经济学） 2 

科技及管理学双学位课程4 理科 物理 、化学 、生命科学／生物 工学土／理学土及工商管理学土

跨学科课程
·科技及管理学双学位4

事务处
理学土（环境管理及科技） 工商管理／理学 文理科皆可 没有科目要求 理学士

·环境管理及科技 ·跨学科自选主修
理学士（风险管理及商业智能学） 理科 物理、化学 、生命科学／笠物

·凤险管理及商业智能学

1 新主修 2 理学院与工商管理学院合办 3 理学院与工学院合办 4 此主修之修i童年期为五年

女课程申请人必须通过「理学土（综合系统与设计）」课程网页递交「DTP作品集」，此补充材料将成为评审面试资格之准则。有关「DTP作品集」之具体格式、内容及递交截止日期，可参考课程网页 https://isd.ust.hk/admissions

IJ·悔

理学院

·精算数学

·天体物理及宇宙学

．生物物理

·生物科学

．生物科技

·化学

·环境科学

．数学

·物理

工学院

·航空工程

·大数据技术

．生物工程

·设计

·环境持续发展与管理

．信息科技

·机器人

·可持续能源工程

．科技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商业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中国研究

·人文学

·社会科学

理学院、工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联合提供课程

．创业

8学院选项

理学、工程学与工商管理为学院选项。

获录取学生首军将修读学院基础课程，

于第二或第三学期才会选择主修课程。



也 2019年度入学要求及程序
奖学金及费用

12019年度招生政策：
香港科技大学对内地应届高考生（包括复读生）采取独立招生的政策，并不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

计划」（统招），故不占高考志愿。有意申请入学的同学，必须于大学订定的截止日期前透过官方网上入学申请

系统直接向香港科技大学提交入学申请。

本校本年度计划招收约190名高考生，以择优方式录取，各省市招生名额不设上下限。

｜录取标准
• 2019年国家统一高考成绩；

．高考外语语种为英语；及

·英语面试评核（注：「理学士（综合系统与设计）」课程将同时评审申请人递交之「DTP作品集」。）

香港科技大学将根据当军实际申请情况，并参考各省市的－:itc线及内地重点大学的分数线等，订定各学院的

面试分数线要求。申请人之高考成绩凡达所选学院的面试分数要求，便会获邀参加该学院的面试。申请人之

高考外语语种必须为英语，而高考外语语种并非英语的申请人必须具有有效而达标之英语考试（如：雅恩、

托福等）成绩。

香港科技大学希望招收的学生，不但学业成绩优异，思想活跃，还具备领导才干、开放态度，并勇于接受各类不

同的挑战。面试以小组讨论形式进行，以英语为沟通语言（但并非英语口试）。老师看重观察同学的心理素质，

应对与沟通能力，对自身的了解，以及对各类不同事务的兴趣、看法与见解。面试时，同学阐述理念观点和立场

时要言之有物，条理清晰，有逻辑性。在小组讨论的互动中，展现自己，尊重他人。

（注·「理学土（综合系统与设计）」课程申请人递交之「DTP作品集」将成为评审面试资格之准则。另外，由於此课程的面试模式跟

其他课程不同且需时较长，真面i式将提前于高考放榜前举行，详情请留意课程网页 ： https://isd.ust.hk/admissions)

｜奖学金
香港科技大学设有多种入学奖学金，嘉勉高考成绩卓越、并在入学面试表现突出的同学。大学不会预先设定

奖学金各额或比例，将根据当年申请同学的素质统一评定，同学无须另行申请。

大学亦设有奖学金予在校同学，详情请参阅本校奖助学金办事处网页： https://sfao.ust.hk

｜费用及开支（每学年）

学费（分两期在学期开始前缴交）

大学提供的住宿费（膳食、空调以及其他杂费除外）

个人消费（包括学习及生活杂费）

总费用

港币140,000元

港币13,468元至港币22,436元

港币50,000元

港币203,000元至港币212,000元

＊本校提供非本地本科生首两学竿的住宿，之后主要根据居住地离校距离等各因素计算。学生可能须自行安排其后学竿的住宿。
校外住宿费用每月平均为港币5,000元，不包括杂费。详情请参阅本校学生住宿及舍堂生活事务处网页 ： http://sh「l . ust.hk

｜更多查询 | 

田目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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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气
https:/ /join . u州＜／en 香港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办 https ://www.weibo .com／队＼电话：

hk叫ug hongkong叫 \3/ (852) 2623 1118 

｜申请程序

网上入学申请系统： https://www.ab.ust.hk/applyUG

申请截止日期： 2019年6月 11 日

香港科大在内地实行独立招生，并不参加统招。凡参加当年国家统一高考的应届考生（包括复读生），必须以

「内地高考考生（JEE）」身份直接向香港科大递交入学申请。香港科技大学并没有委托任何人±或中介机构

为本校进行招生报名或录取工作。

选择志愿

、，

『唱F

『’

、，

提交高考号

『唱F

、，

『唱F

录取及奖学金结果

、，

·了解本校所提供的主修及申请志愿

• 2019学军开设的课程请见后页

·通过香港科技大学网上申请系统建立申请胀户

．网址是 https ://www.ab . ust.hk/applyUG

·登入申请账户填写个人资料及高考资料等

·选择一个申请志愿以及相关的调刑志愿，申请志愿及调刑志愿在申请递交後不能更改

．上传补充文件

·通过网上申请系统以网上信用卡付款平台缴交申请及评审费（港币450元），以确认

递交申请

·在申请阶段，除申请费外，申请人不需缴交额外费用

·通过网上申请系统补交高考号（必须在六月十一日前完成）

·六月下旬高考成绩发布後，思快通过网上申请系统填报高考成绩，以便大学决定同学

面试资格

·高考成绩达到真申请志愿的面试分数线要求之申请人将获邀参加六月底的面试，面试

详情将于网上入学申请系统公布（注 · 「理学士（综合系统与设计）」课程之面试1菩提前于高考

放榜前举行，课程申请人递交之「DTP作品集」将成为评审面试资格之准则。）

·录取结果将於面试结束後至七月上旬公布，同学会罔时得知是否获发入学奖学金

若申请人确认到本校就读，必须在指定日期前向本校缴交留值费，否则将被取消入读资格。根据国家教青部

规定，我得香港自主招生院校录取的学生，内地统招高校将不再予以录取。获录取同学缴纳留位费以确认接受

录取后，其姓名与高考考生号将呈交教育部及相关省市招生办公室，该生将不再具备获内地统招高校录取的

资格。此时，本校也会提供有关学生签证、课程注册、住宿安排及迎新活动等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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