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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一年容易又開學，又到了各位新生邁進大學校園的日子。首先，請讓
我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臨時編輯委員會歡迎各位加入科大這個大家庭！同學們想
必亦計日以俟，期待着正式開學後的新生活。但你們又可曾想過，大學生活到底是甚
麼呢？

有一種說法是「大學五件事」必須做齊方算是個成功的大學生，「上莊、住 Hall、
讀 書、 拍 拖 和 做 實 習（ 亦 有 說 為 兼 職 ）」 五 件 事 彷 彿 成 為 了 一 條 標 準 的 大 學 生 活
Checklist，做齊了就完成了大學生的職責，可以無悔青春。但是做齊了這五件事就真
的完成了大學生的使命了嗎？這五件事又真的對你的成長最有幫助，對你的青春最負
責任嗎？

其實大學是機會之無盡藏，是一個讓你自由地貫徹自己理想生活的地方。走出了
中學課室的四面牆，經過「火雞」邁進宏偉的 Atrium，你就正式要開始進行一連串的
決定。有人選擇參加五、六個 O'Camp，搏盡無悔；亦可能有人已在搜羅大學教參，向
「爆四」進發。喜歡做研究的，可以去報讀 UROP；想要減掉腰間贅肉的，也可以加
入各大體育學會。每一種選擇、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你將來的路向，令你成為一個不
同的人。但話雖如此，正所謂「人各以得行其志為適」，選擇怎樣的大學生活無所謂
對錯、無所謂優劣，只要你們聆聽自己內心的呼喚，作出真正適合自己的決定，並為
自己的行為負責，就是一條理想的道路。學會做自己的主人，或許就是大學教育裏最
重要的一課。

本年迎新特刊介紹了各種新生須知，當中有住 Hall 攻略、亦有餐廳介紹，不少得
的更有 GPA 計分方法和學會簡介等。我們每年都會加入一些新的內容，務求幫助各新
生在了解清楚科大後才作出最明智的選擇。今天科技大學既有了嶄新的設施滿足你們
的需要、亦有眾多不同範疇的教授讓你們從中學習，此刻蓄勢待發的你們只要把握好
機會，主動發掘資訊，計劃好將來的路向並好好實踐，就定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宿。

有人說，熬過公開試後踏入大學校園就能無憂生活；亦有人說，DSE 和 JUPAS 界
定了我們一生的軌跡。但在一九四二年同盟國勝出第二次阿拉曼戰役、盟軍打下第一
場勝仗後邱吉爾說：

"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沒錯，Stress 如是，Tension 亦如是。但請別忘記，其實得着亦若是，人生亦若是。
面對科大生活，偶爾茫然惆悵的話，何不回首向來六年的蕭瑟處，當初的遲到早退、
留堂罰抄、撲克麻雀，或風雨晦冥、或日麗風清，回眸一看，又何足掛齒？四年過後，
你又會再一次整裝待發，回想起當初的 Quizzes 和 Exams，泯然一笑，揮一揮衣袖，
帶著一個久經歷練的身軀，開始踏上人生真正的征途。

學弟學妹們，徘徊悠悠長路裡，就讓我們帶你走第一程。Welcome Aboard.

編者的話

陳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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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our new 
“home” for the next 4 years, whether you live on campus or not. Our campus 
is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in the world and I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view 
during your stay. 

You will be joining a university that is recognized worldwide for its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the number 1 “young” universities under 50  years  old. I hope you 
will feel the pride of belong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aims at providing all students an open platform to 
pursue knowledge, to train them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diversely,  and equip 
them with communication skills, manners,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and confidence. 
I would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try things out, be curious, take some risks and go 
with your heart. 

In the next 4 years, many of you will develop a better idea of who you are, 
what your interests are, what you are capable of, and surely, what you would like 
to do after you finish your studies at HKUST.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city and meet new friend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HKUST community, learn 
about the core values of this great university, and keep an open mind for new 
ideas and new things that happen around you. 

I hope to meet some of you in person on campus in the year  ahead. Join the 
University Welcome on Sept 1 to meet other newcomers who are as excited as 
you are to become part of our community. A new chapter in your life is about to 
begin.

Wei Shyy 
Acting President 
(President with effect from 1 September 2018)

校長的話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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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newly arrived HKUST student,

Welcome to our beautiful campus in Clear Water Bay in Hong Kong!  You will spend one 
semester, a full year, or several years pursuing your academic and other interests on the 
campus.  

To prepare you to navigate your first experiences here, the HKUST Students’ Union 
has prepared this booklet with useful information and tips about campus and off-campus 
resources.  A word of thanks to all the students who prepared this guide for their generous 
efforts that will help enhance the experience of new students and help them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Take time to map out your own unique HKUST experience.  There are so many 
opportunities to choose from while on campus – student societies, clubs, catering venues, 
study spots, coffee shops, chill spaces, musical practice rooms, residence halls, scenic spots, 
athletic facilitie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ake along a new friend and explore the campus 
together.

And take the time to explore the Sai Kung area and greater Hong Kong.  Again,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with the many offerings.

Enjoy HKUST, make new friends, and take advantage of our University’s many 
opportunities.

Sincerely yours,

Dr. Robert Wessling 
Dean of Students & Director of Student Affairs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ivision of the Humanities

學務長的話
Message from the Dean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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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科大新鮮人，除了對未來學業和事業憂心忡忡，甫到科

大想必也被一堆有着不同名稱的部門和辦公室弄得一頭霧水

甚麼 SAO、FMO、CSO 對新生們可謂一堆意義不明的亂碼，

更別談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設施了。事實上，科大設有不同

部 門 及 設 施 以 便 利 同 學 學 業 發 展 及 日 常 生 活。 只 要 能 了 解 

各辦公室和設施的用途，在科大四年便能通行無阻。

指南
科大必知 部門

設施

學術相關 生活設施 康樂設施

重要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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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Departments重要部門
學生紀錄及註冊 

Academic Records & Registration (ARR)

屬教務處（Academic Registry）轄下，負責辦理同學的學業
事務，如補領科大卡、轉學、休學、Reg 科及評核等事宜。

1/F 1381 室 近學術廊 17-18 2623 1111

arr.ust.hk 

Student Affairs Office (SAO) 學生事務處

SAO 處理學生日常生活事務，鼓勵同學在大學生活中追求卓
越學術表現及技能發展。其部門為同學學業、就業及身心發
展提供全面支援，包括就業中心、學生輔導中心等。

週一至五 08:45-13:00 / 14:00-17:30

1/F 1013 室（星巴克樓梯上方） 3 2358 0842

sao.ust.hk

學生住宿及舍堂生活事務處
Student Housing & Residential Life Office (SHRL)

SHRL 負責辦理所有學生宿舍及住宿事務，包括處理宿位申請、
分配，負責管理宿舍，亦協助外地學生尋找校外住宿。此外
亦負責制定住宿政策及策劃宿生活動和連繫宿生。

G/F UG Hall II 週一至五 08:45-13:00、14:00-17:30

2358 6664 shrl.ust.hk

Security Center 保安中心

負責校園保安事務，若在校內遇上緊急情況，應第一時間向保
安中心求助。中心亦負責處理失物，同學可在中心報失、認領
及提交失物。另外車位及車輛入校許可證申請亦由保安中心負責。

24 小時G/F 近科大廣場 2 2358 8999

設施服務櫃檯 

Amenities Service Counter (ASC)

屬 SAO 轄下，負責處理設施借用事宜，提供不同房間、休息
室及設備予同學及學生組織借用。

LG3 室內運動設施 6 每日 07:00-22:30

2358 6666 sao.ust.hk/facilities/

週一至五 09:00-17:15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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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相關

李兆基圖書館 Lee Shau Kee Library

科大圖書館又稱「拉把」（Liba），樓高五層，內有各類型藏
書、課本及多媒體資料供同學借閱。內設電腦設備和自修室
等設施外，亦有大量座位，為同學提供良好自修環境和小組
課業討論的場所，在上課日子經常座無虛席。另更設空中花園，
使同學能忙裏偷閒，享受閱讀樂趣。

而 綜 合 研 習 坊（LC） 位 於 LG1， 除 經 圖 書 館 正 門 外 亦 可 經
LG1 獨立入口進入。LC 為同學提供各種自習環境，包括 17
間 研 習 室（Group Study Room） 為 同 學 提 供 小 組 課 業 討 論
或溫習場所；外面的 Open Study Area 設有桌椅，可自由拼
湊 成 適 合 獨 立 或 群 體 學 習 模 式 的 自 修 環 境； 其 E-Learning 
Classroom 亦有 Mac 和 PC 供同學使用。LC 於秋季及春季學
期全日開放，其餘日子亦與圖書館有所不同，同學亦可到圖
書館網站查閱。

LC 近入口處設有 Creative Media Zone（CMZ），為出版技術
中心（PTC）轄下，為同學及教職員提供多媒體創作設備，
其中包括有列印機、鎅紙機、裝訂設施等。完成其提供的課
程後更可使用其影樓及剪片室等設施。

1/F-LG4　入口於 G/F 及 LG1（LC 及 CMZ） 10-12

秋季及春季學期（公眾假期或有所改動）：

library.ust.hk

其士綜合研習坊 Chevalier Learning Commons (LC)

Creative Media Zone (CMZ)

cmz.ust.hk

Academic Related

吳家瑋學術廊
Chia-Wei Woo Academic Concourse

以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命名，為一條橫跨學術大樓一樓及二樓、
連接賽馬會大堂（Atrium）及鄭裕彤樓（CYT）的通道，是大部
分科大同學每天必經之地，故上下課時間必然人山人海。演講
廳 LT-A 至 LT-K 均設於學術廊。

橫跨 1/F 至 2/F 的通道

圖書館： 週一至五 08:00-23:00
 週六 09:00-21:00 　週日 10:00-21:00
LC： 每日 24 小時

更 多 詳 情 可 參 考
022 頁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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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Barn
計算機操作廳 ITSC Computer Barns

ITSC 的三個電腦室為同學提供電腦及列印設備，電腦了安裝
不同學術軟件以便學習；設有職員當值，為同學解決電腦及
列印疑難。另外亦備有電源插座供攜帶手提電腦的同學使用。

三個電腦室中使用率最高為最近學術廊的 Barn B，開放時間
亦最長，更是週日唯一開放的電腦室。而 Barn A/C 分別設有
一般用途區及教學用途區，教學用途區設有講臺，所有電腦
面向同一方向，與一般用途區不同。教學用途區間中有課程
使用作電腦實驗室，沒有預約時同學亦可自由使用。

除 了 三 個 Barn 以 外，ITSC 亦 設 有 Virtual Barn 及 迅 網 站。
Virtual Barn 以遠端連接方式讓同學能在何時何地都能使用
Barn 的電腦軟件。另外於科大各處亦有工作站讓同學能 24
小時使用 Virtual Barn 提供的服務及管理科大卡。

迅網站設於賽馬會大堂、學術廊近 ARR、咖啡室旁及 LT-J 旁，
為輕觸式設計，無需登入亦能使用網頁瀏覽、科大成員查詢
等服務，亦有查閱郵件、ITSC 密碼更換等功能。

http://itsc.ust.hk/

Barn B* 1/F 1101 室 17-18 週一至日 08:15-00:45
Barn A 4/F 4402/4403-4404 室 17-18 週一至五 08:15-22:45 

週六 08:15-16:15Barn C 4/F 4578/4579-4580 室 27-28
Virtual Barn 校園各處 24 小時

迅網站 見內文 24 小時

* Barn B 另名「鄧肇堅電腦廳」 
（Tang Shiu Kin Computational Laboratory）

迅網站 Express Station

University Bookstore 大學書店

大學書店由商務印書館營辦， 同學在大學書店購買教科書 
（包括科大出版的教科書）、參考書及課外書籍可獲學生優惠，
在開學初期往往大排長龍。另外亦有各種文具售賣。

週一至六 09:00-18:00

G/F 科大廣場星巴克側 3

2358 6400

大本營 The BASE

The BASE 是一個科大創業中心支持的學生組織，為同學提供 
初創企業（Startup）體驗，不時舉辦活動、比賽、工作坊等以
推動學生創業文化。

1/F 1520 室 29-30 http://base.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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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Commons 工學院研習坊

工 學 院 研 習 坊 屬 工 程 教 育 創 新 中 心（Center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novation，E2I）轄下部門，為工學院學生提供學
術輔導及溫習環境，亦協助工學院同學適應大學生活。

秋季及春季學期：週一至四 09:00-21:30　週五 09:00-21:30

2/F 2580 室（學術廊） 27-28 2358 5937

SCI/HOME

SCI/HOME 為 理 學 院 學 務 輔 導 辦 公 室（Office of Academic 
Advising and Support，OAAS）轄下，為理學院學生提供學術
指導及自習環境，亦定時為理學院同學舉辦活動促進同學交流。

1/F 1401 室（原咖啡室對面） 17-18

週一至五 09:00-17:30 advise.science.ust.hk

2358 6086

Language Commons

Language Commons 為 語 文 教 育 中 心（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CLE）所開設，主要協助同學提升語文能力。其
提供多媒體資料、不同種類書籍和課本、報紙雜誌及電腦以
助同學學習各種語文。中心設有導師輔助同學改進語文能力，
亦會定時舉辦不同語文活動予同學參與。

秋季及春季學期：週一至五 09:00-19:00

3/F 3018-3019 室 2/3 2358 7851

cle.ust.hk

數學指導中心 Math Support Center (MSC)

MSC 為修讀數學課程（如 MATH 1013 等）的同學提供數學
學習支援。中心設有導師為同學作單對單或小組輔導，解決
同學的數學疑難，尤其是 WeBWorK 網上功課。部分數學課
程亦設有只限於 MSC 完成的 WeBWorK 功課。

3/F 3011-3013 室 3

秋季及春季學期：週一至五 11:00-19:00

www.math.ust.hk/~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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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Yu Tung Building (CYT) 鄭裕彤樓

鄭裕彤樓位於學術大樓新翼及南閘停車場之間，樓高八層，為
科大新落成的研究及教學大樓（RAB）。高層設有跨學科實驗設施，
低層亦有課室及餐廳，和可容納 400 人的中華廠商聯合會演講廳 
（LT-L），其多用途設計可作教學及藝術表演場地之用。此外，
鄭裕彤樓亦是同學來往南閘和學術廊的必經之路。

學術大樓新翼對面、南閘停車場旁

李兆基商學大樓
Lee Shau Kee Business Building (LSK)

李兆基商學大樓位於李兆基校園內，是商學院各學系辦公室的
所在地，亦是商學院同學主要上課的地方。另外亦有餐廳、咖
啡室、提款機及電腦室使商學院學生不必特意走到學術大樓使用。

南閘停車場對面扶手電梯上端

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盧家驄薈萃樓
HKUST Jockey Club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Lo Ka Chung Building (IAS)

位於李兆基校園內，設有演講廳、開放式禮堂及研討室等，為
大學學術研究及交流提供理想場所。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
研究院亦有舉辦不少講座及研討會予科大成員參與。IAS 同時
亦是部分商學院學生上課的地方。

李兆基商學大樓後方樓梯上端

李達三葉耀珍伉儷李本俊會議大樓
Li Dak Sum Yip Yio Chin Kenneth Li Conference Lodge (CL)

位於李兆基校園內，由華懋集團旗下 L’hotel 管理，為大學貴賓
及來訪學者提供餐飲設施、會議場所及住宿。會議大樓內的餐
廳 UniQue 提供國際美饌，不時提供科大成員優惠。

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盧家驄薈萃樓對面

盧家驄大學中心
Lo Ka Chung University Center (UC)

大學中心位於學術大樓近 29-30 號升降機對出，鄰近共振橋及
大學宿舍 A 座及 B 座。大學中心設有田家炳廳及教職員休息室，
亦是餐廳 UC Bistro 和酒吧 UniBar 的所在地。

學術大樓近 29-30 號升降機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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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Facilities 生活設施
曾肇添展藝廳 Tsang Shiu Tim Art Hall

曾肇添展藝廳間中會有藝術展覽、講座及表演供科大成員欣賞，
提升校內學術氣息。另外在考試期間亦會作為試場之用。

G/F 星巴克後 3-4

大學髮廊 Hair Salon

大學髮廊由 Mega Hair 經營，位於 LG1 體育館對面，為科大
成員提供廉宜的理髮服務（洗剪吹學生價 $85），價錢較市
區略為便宜，質素好壞見人見智。髮廊亦提供染髮、電髮等
服務，校方亦建議同學電話預約以節省時間。

LG1 LG1027A 室（體育館入口後） 4/6

週一至五 10:30-19:00 週六 10:30-18:30 週日 11:00-17:00

2358 6341

Supermarket 超級市場

超 級 市 場 位 於 LG7 飯 堂 外， 由 百 佳 超 級 市 場 以 旗 下 fusion
品 牌 經 營， 便 利 宿 生 及 科 大 成 員 購 買 日 用 品 及 食 物。 這 間
fusion 科大分店只要在付款時出示科大卡，即可享有九七折
優惠。另外其開放時間亦因應日子調節，宿生記緊留意。

秋季及春季學期：週一至五 08:30-00:00 週六及日至 21:00

LG7 飯堂側 10-12

Souvenir Shop 精品店

精品店售賣各種科大紀念品，包括 T 恤、背囊、雨傘等，不
時設有優惠吸引同學購買。精品店亦設科大卡增值服務。

週一至五 11:00-18:00 週六 12:00-16:00

G/F G027 室（訪客中心旁） 1-2

https://souvenir.ust.hk/ 2623 1222

學生會合作社 Students' Union Co-op Shop

學生會合作社售賣文具、電腦產品及學生會紀念品等，亦提
供電子產品（包括流動充電器、變壓器、外置 DVD 機等）及
雨傘租借服務。學生會會員在合作社購物可享有優惠。

LG5 LG5302 室 10-12

週一至五 10:00-13:00、14:00-20:00（週五提早至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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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所及牙科診所
Medical and Dental Clinic

診療所為同學提供免費普通門診服務，同學只需攜同科大卡便
可到診療所求診，省卻到市區求醫的不便。

牙科診所亦每學年為同學提供免費口腔檢查服務一次，同學可
親身到診所預約洗牙、補牙等服務，費用也較市區私家診所便宜。

LG1 LG1010-LG1028A 室 4

週一至五 09:00-12:30、13:30-16:45 週六 09:00-11:45

2358 6670（診療所）2358 8580（牙科診所）

Banks 銀行

恒生銀行、中國銀行（香港）及東亞銀行皆於科大提供銀行服務，
除一般銀行服務外亦協助同學有關學費及宿費繳交事項。三間
銀行均於分行設自動櫃員機提供 24 小時服務，當中恒生及中銀
更在 Barn B 外和李兆基商學大樓設自動櫃員機以便同學使用。

G/F 科大廣場 恒生、中銀：1／東亞：4

儲物櫃 Lockers

同學可向校方申請儲物櫃擺放手提電腦、課本、參考書等個人物品，
每年只需 $50。同學可於 myPortal 經 Services 頁面申請儲物櫃，
並攜同合資格的金屬鎖到 LG3 設施服務櫃檯辦理啟動手續。

https://sao.ust.hk/facilities/lockers.html

Automatic Photo Booth 自助證件相機

證件相機位於 LG3 設施服務櫃檯旁，為同學提供自助證件相拍
攝服務。當填寫入宿表格時尤其有用。

LG3 設施服務櫃檯旁 3/6

順便智能櫃 EF Locker

順便智能櫃為使用順豐速遞的同學提供貨物暫存服務。

LG3 / LG4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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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reational Amenities 康樂設施
運動設施 Sports Facilities

為提高同學生活質素及推動運動文化，科大各處設有不同運動設施供同學使用，費用全免，
同學只需經網上預約便可使用。較常用的運動設施表列如下：

https://sao.ust.hk/facilities/facilities.html

何善衡體育館 
S.H. Ho Sports Hall

LG1 6

室內／外游泳池
Indoor/Outdoor Swimming Pool

UG Hall II 對面

霍英東體育中心
Fok Ying Tung Sports Center

UG Hall IV 對面

網球場 
Tennis Courts

鄭裕彤樓外、LG7 草坪 
旁、UG Hall IV 外

壁球場
Squash Courts

乒乓球室
Table-Tennis Room

LG4 6 LG1031 室 3/6

健體中心／健身室
Fitness Center / Gymnasium

健體中心及健身室提供各種阻力訓練（Weight Training）器材
及 Free Weight 供同學使用。新生必須完成 HLTH 1010 的健
身理論及實習課程、於科大卡登記許可記錄後才可使用。

每日 07:30-22:00

健體中心：LG4／健身室：UG Hall IX

健體中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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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烤場 BBQ Site

科大燒烤場位於海洋實驗室旁，臨近牛尾海，為與好友假日一
同燒烤的好地方。燒烤場亦可經網上預約，省去「霸爐」的不便。

海洋實驗室旁（UG Hall II 對面落樓梯至海洋實驗室，升降機按 G/F）

Music Room 音樂室

科大設有不同類型的音樂室讓喜愛音樂的同學發揮潛能，包括
鋼琴室、Band 房、卡拉 OK 房等，亦有古箏及揚琴可供借用。

LG4 學生設施 3

學生休息室 1-3 Common Room 1-3

學生休息室 1-3 設於 LG4，為學會舉行活動的常用地方。平時
亦開放予所有學生使用，為自習休息的好場地。

LG4 學生設施 3/6

Student Lounge 學生專用區

學生專用區為同學在繁忙之中提供喘息的空間，專用區內設有
梳化、圓桌讓同學有舒適的環境稍息或溫習。區內亦設有科大
卡增值機及 Virtual Barn 工作站以利同學需要。

G/F 星巴克旁 4/6

其他休憩與溫習空間

除了上文列出的學生休息室、學生專用區及圖書館外，科大各處亦
有不少公共空間提供桌椅供同學溫習休息，例如： 

• 5 樓近 25-26 號升降機（圖）
• 6 樓近 29-30 號升降機
• LG3、LG4、LG5 近扶手電梯
• LG3 近設施服務櫃枱
• LSK 地下及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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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 約 康 樂 設 施 教 學

預約步驟

登入後可以選擇三種預約方式

B K我要 場

科大的康樂設施非常完善。室內運動設施有體育館、壁球場和乒乓球場等，室外

則有游泳池、網球場、草地足球場之類。休閒設施亦有鋼琴室、桌球檯、燒烤場等，

所有設施一律免費供同學使用。同學只要在學校網站預約即可。

注意：
1. 系統開放時間為 08:00-00:00

2. 每人每項設施只供預約一小時
圖片來源：Cricket Web、Julius Adorf、FreeVector

1 登入 Facilities Booking System (FBS) 
w6.ab.ust.hk/fbs_user/html/main.htm

3

4 5 確認預約，並收到確認電郵

選擇活動種類，場地和日期

選擇可供預約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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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除了 Science & Technology 以及 Stress & Tension，其實亦有不少景點供大家注目欣賞
拍照。當中有多少個你又到過呢？位於科大廣場，相信是科大最具代表性的景點。其「火雞」之名沿於其形
狀猶如一隻欲振翅高飛的鳥及其火紅的顏色。正名為「日晷」，其「翅膀」上有刻號標記時間，當陽光充沛時，銀桿投
射的陰影便是現在時間。

火雞下亦有一中國科技發展歷史石刻。

「絕不隱世 ·呃到啲Like」
科大

景點一覽

　　連接北閘和廣場的小徑，是由北閘入 Atrium 的「必
經」之路，來往 Atrium 遠比對面的有蓋行人路來得
直接。地上漆上了「希望在於人民　改變始於抗爭」
字眼，為 2014 年雨傘運動時科大同學所寫。

　　除此以外，於青蛙路旁的過路處有一小段斜向的、
鋪上地磚的行人路，是校方有見同學會直接穿過
草地橫過馬路而建，可謂印證了魯迅的名言：「其
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青蛙路

科 大 除 了 Science and Technology、Stress and Tension 以 及 Single and 
Toxic，其實有不少景點供大家注目欣賞拍照。當中有多少個你又到過呢？

火雞

　　位於科大廣場，是科大最具代表性的景
點。其「火雞」之名源於其形狀猶如一隻
欲振翅高飛的鳥及其火紅的顏色。正名為「日
晷」，其「翅膀」上有刻度標記時間，當陽
光充沛時，銀桿投射的陰影便是現在時間。

　　火雞基座亦有一中國科技發展歷史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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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 Bridge Link（連接橋）中間的方形大石，
不時有學會於此置放大型宣傳品（大 Dec）。相
傳如果站上智慧石，不是入 Dean List 就是 Quit U
（退學），當然都只是傳言，自己的成績都是靠
自己實力的嘛。

Atrium

　　全稱香港賽馬會大堂，為不少學生每日上課
必經之地，亦是不少活動的舉辦場地，如舞臺表
演、迎新週、學位頒授典禮等。平日亦有不少學
會開設 Counter。當中電梯及其後面的圓洞從高
處俯瞰彷似科大標誌一樣。

蘑菇

　　位於 Atrium 後面的觀景台，因其形狀彷似蘑菇
得名。蘑菇能飽覽科大及對出牛尾海的景緻，吸引
不少遊人拍照留念。

　　在同學之間亦有流傳「跳蘑菇」一說，指 
有同學在考試成績不佳時開玩笑在蘑菇跳樓。 
編委絕不認同任何自殺行為，如有任何學業 
壓力可以找朋友或 SAO 的學生輔導中心傾訴。

智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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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處 LG7 飯堂外，住 Hall 的同學每日上課經過連接
橋都會看到。天一泉由 Professor Hans Muhr 設計，於科
大十周年時落成，特別在於其特殊外觀以及有傳為隨機
的噴水時間。每逢假日更會見到小朋友在天一泉旁嬉戲
或者遊客拍照。後方亦立有孫中山像。

羅馬廣場（鬥獸場）

　　位於智慧石旁邊樓梯上方，外觀佈局亦彷似鬥獸場。
建於千禧年初以為科大提供表演場地及作休憩之用，惟
使用率低以致雜草叢生。

偷情小徑

　　於羅馬廣場後方，為一條兩邊滿佈松樹的小徑。因為感
覺隱蔽，沿路亦有長椅，且晚上甚少有人經過，所以被喻為
情侶散步談心的拍拖好地方。

共振橋

　　連接盧家驄大學中心（UC）及學術大樓 2 樓近 29-30 號升
降機（大本營，The BASE），為一座藍色斜拉橋。其名源於遊
人經過或於橋面跳起時會發出輕微震動。

風水亭

　　位於盧家驄大學中心（UC）後面，其古色古香的風格
與現代化的大學建築相映成趣。風水亭亦能飽覽牛尾海景色，
為散心好去處。

蚊池

　　位於本科生宿舍第四座及第六座地下，海旁小食店對開。
本名為荷花池，惟荷花已去，由蚊蟲所取代之，而且池水相
當渾濁，相傳有同學實證細菌含量頗高。

天一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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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把Liba圖 書 館 Library

2018 年暑假的 IELM 4320 
設計思維展覽

  

圖片來源：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

圖書館主入口

夜裏，圖書館的外與內

正對着「蘑菇」、人稱「拉把」的李兆基圖書館位於賽馬會大堂（Atrium）左側，
從 1 樓到 LG4 共設五層。每層均設有影印機、飲水器和資訊終端機等基礎設施，主
入口則設於賽馬會大堂以及 LG1，進入館內均需以學生證或圖書證拍卡作身份驗證。

賽馬會大堂主入口於秋季及春季學期的開放時間是 9am-

11pm，但開放時間也會依照節假日稍作調整，同學可以留意
張貼於入口的公告或是官方網站上的資訊。

圖書館內除了超過八十萬的館藏外，亦有不少座位供同
學自習。當中 LG3 設有大量單人位，各層亦設長檯供同學獨
自溫習或作小組研習。

五層中，只有 LG1 的 LC（其士綜合研習坊，Chevalier Learning Commons）在
秋季及春季學期是 24 小時開放，這為學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每逢考試，這裏
可說是座無虛席，新生不妨試試捧著電腦一邊找座位一邊感受緊張侷促的氣氛，可
能不輸數月前結束的那場大試。另外，一般而言圖書館內禁止飲食，但是該層入口
右側的 Refreshment Zone 則為例外。

01 03 04

02 05

0201

0403

05

圖書館網站
http://library.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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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LG1 入口左側，就是 Creative Media Zone（CMZ）了，屬出版技術中心（PTC）
轄下，為學生以及教職員提供了裝訂設施和列印機等多媒體創作器材，可以滿足學生
相關課程的設備需求。完成 CMZ 所提供的訓練課程後更可使用其提供的影音設備及影樓。

LC 和圖書館各層均設有自修室供同學作小組研習，當中 LC 的自修室能容納更多人，
亦屬 24 小時開放。每位同學可以通過參考網站主頁面內的 Room Booking，或是使用
位於圖書館走廊處供學生查詢的電腦預約，每周可最多預約兩節，每次最多兩小時。

3Liba LC
Book 房 部曲

前往
https://lbbooking.ust.hk/  （桌面版）
https://lbbooking.ust.hk/m/reserve （流動版）
並以 ITSC 帳戶登入

1

2
選擇日期、可供預約的 

房間之時段
房間位置旁已列出可容納人數

桌
面
版
▶

流
動
版
▶

3 選擇預約時長後按 Save
完成後將收到確認電郵

除了使用 lbbooking.ust.hk 外，亦可使用
USThing 應用程式預約圖書館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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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圖書館，當然可以借閱圖書。同學覓得心頭好後可在 G 層入口處的櫃檯辦

理借還手續。若渴望一覽的圖書並不在科大圖書館館藏之內？不用怕，其實你可以嘗
試使用跨圖書館借閱服務（Interlibrary Loan）或 香港高校圖書聯網（HKALL：http://

library.ust.hk/services/borrowing/hkall/）。值得注意的是，所借閱之圖書有機會因其他
讀者預約，而遭到圖書館以電郵形式通知催還（recall），且催還後之逾期罰款更倍多
於非催還之情況。若不想浪費冤枉錢，借書時要切記檢查郵件啊！費用等詳情可瀏覽
圖書館網頁。

書籍類別 借閱期限 續借 借閱上限

一般圖書 4 週 ✔ 112 日

HKALL 15 日 ✔ 45 日

課程指定參考書（Reserves） 2 小時 – 7 日 ✘ 2 小時 – 7 日

Kindle 14 日 ✔ 42 日

多媒體資料 7 日 ✔ 21 日

多媒體指定參考（Media Reserves） 3 小時 ✘ 3 小時

參考圖書 7 日 ✔ 14 日

除借閱館藏外，其實圖書館亦提供多項服務，例如位於 G/F 的 3D 打印服務，各
樓層均有提供的影印服務，以及於服務臺的耳機，影音轉接頭借用等等。

Interlibrary Loan

http://library.ust.hk/services/borrowing/interlibrary-loan/

HKALL

http://library.ust.hk/services/borrowing/hkall/

0706

06 07

圖書館主入口的詢問台 關於館內任何的展覽與活動，最新信息都在網站列出

024

校園



  
空中花園位於地面，在天氣正好的時候，不妨忙裡偷閒來看着大海發愣片刻，或

者叫上朋友傾談一番，畢竟在科大的生活節奏大部分時候都是很快的，偶爾慢下來也
不錯。

圖書館內也常會舉辦活動，例如位於主入口左側的唐炳源唐溫金美展覽廳不時設
有藝術作品展覽，也會開設一些工作坊供學生豐富校園生活體驗。若有興趣，就多多
留意圖書館發給你的郵件吧。

大學四年裏，可能不少個日日夜夜都會在這度過，望大家享受這段時光吧。

（P.S. 若在科大圖書館待悶了，不妨申請一張 JULAC 圖書証， 

一卡走遍八大圖書館。每間圖書館每年 50 元。 http://www.julac.org） 

坐在這裡也是有好景色的，至於空中花園，同學可以自己體驗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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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een II 位於 LG1 LC 對面，由美心集團經營。
設有自動點餐機，亦支援手機程式挑選菜式，大大
加快下單效率。食物種類繁多，早上有中西早點、
出爐麵包和三文治，午市晚市則有板上燒、日式拉
麵和燒味等多國佳餚，下午茶亦有芝士蛋糕、蛋撻
等甜點。為照顧到素食的同學，飯堂內設有素食餐單，
其中的素漢堡值得一試。餐廳於 2018 年初翻新完成，
用膳環境開揚，亦設露天茶座。

科 大 各 食 肆 介 紹

　　人稱南北，位於 Atrium 右後方，是科大唯一的
中菜餐館，同由美心集團經營。菜式種類多，質素
可比坊間高級酒樓，然而人均消費不比科大其他餐
廳高太多。用餐環境寬敞明亮，可以和朋友促膝長談，
靜待時光飛逝。中午時段門庭若市，屆時你將會看
到門口處滿是人龍排隊。如果想 ReU 建議早一兩天
訂位，否則未必能夠及時入座。

陣間食乜

can.teen II（LG1 餐廳）

南北小廚

?

位 於 SCI/HOME 旁 邊 的 原 咖 啡 室 服 務 科
大 二 十 五 載 後 於 今 年 五 月 底 光 榮 退 場，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三 家 新 餐 廳 ——Passion、American 
Diner、Hungry Korean。原位置由 Passion 進駐，
主餐廳主要售賣法國糕點，意粉和千層麵，預
計十一月開張。而另外兩家則會使用擴建後的
位置，American Diner 負責西式早餐和零食，
Hungry Korean 售賣韓國住家菜，計劃於 2019
年秋投入服務。

American Diner
Hungry Korean

Passion 新御三家？

/                    每 日 07:00-21:00                    /

/ 週 一 至 六 11:00-22:00　 週 日 及 假 期 10:00-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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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飯堂LG7

泛亞飲食 Asia Pacific Catering (APC)

APC 的菜式和外面大家樂幾乎一樣，只是價格下降
約三分之一，亦是 LG7 唯一提供早餐的餐廳。其早
餐和下午茶頗實惠，性價比高，其中叉燒飯更曾被《蘋
果日報》評為大學飯堂亞軍。

人稱「金兜」的金飯碗是科大「頹飯」之中的
表表者，菜式繁多但味道稍遜，價格實惠但質量平平，
部分菜式有趣但不時有「伏」，例如 「東南亞森巴
汁」、「抹茶焗飯」，令同學又愛又恨。

Golden Rice Bowl 金飯碗美食

新意・米蘭 Milano Fresh

人稱 Milano。主要提供西式快餐，主打意粉及
薄餅，定價稍高於APC及金飯碗，但質素有一定保證。
標榜即叫即製，因此等候時間會比較長。Milano 亦
有售賣已包裝好的沙律和水果杯，方便一眾趕著上
課的同學。

LG7 飯堂為佔地最廣的食堂。由泛亞飲食（APC，
大家樂集團營運）、金飯碗和新意米蘭三間餐廳組成。

/ 週 一 至 六 07:30-21:00　 週 日 及 假 期 09:00-21:00 /

/                    每 日 11:00-21:00                    /

/                    每 日 11:00-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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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大學書店旁，每早皆人山人海，多數是為
了一杯提神的咖啡。喜歡喝 Starbucks 的不止是學生，
還有你下一課的教授、昨天講課的教學助理。同學
若出示科大卡可獲得七折優惠，咖啡便宜不在話下，
鬆餅蛋糕也只是十多元，相當吸引。想要享受糕點
的同學要趁早，因糕餅通常會在四、五點售罄。

星巴克
Starbucks

位於 LG5，是現時唯一一間在各大專院校進駐
的大型連鎖美式快餐店，對科大學生的影響力不容
忽視。餐牌和其他分店一樣，但全線超值套餐及早
餐九折（推廣項目除外）。運作至午夜十二時，但
接近深夜時人流將會不斷上升。

麥當勞
McDonald's

/ 週一至五 08:00-21:00　週六日及假期 08:30-20:00 /

/                    每 日 07:00-00:00                    /

位於鄭裕彤樓（CYT）地下，提供多種類的三
文治。出示學生證有七至八折優惠，座位比較少，
多數人排隊買外賣。由於位置方便，中午時段及下
課時間有機會出現人龍。

Subway

/ 週 一 至 六 08:00-21:00　 週 日 及 假 期 10:00-20:00 /

本頁圖示由 Flaticon 用戶 Freepik 製作，依 Flaticon Basic License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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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商學大樓地下，於 2018 年暑假裝修並更換
營辦商（美心集團），預計於九月初重開。原設於
餐廳外之咖啡店亦將遷至原李兆基商學大樓保安中
心位置，為同學提供更佳用膳環境。

李兆基商學大樓餐廳

位處 Hall VI 地下，由美味飲食公司經營，為科
大最晚開店及閉店的餐廳。主要為宿生提供晚餐及
宵夜，包括車仔麵、多士及糖水等，價廉物美，相
當受宿生歡迎。注意冬季、夏季學期及長假期服務
時間或有調整。

海旁小食店 Seafront Cafeteria

　　位於 LSK Canteen 旁，持有認證的清真食品售
賣商。主要供應以羊、雞、牛及素菜為主的菜餚，
商品包括卡巴、印度咖哩、薄餅等。

Ebeneezer's  
Kebabs & Pizzeria

/     春 季 及 秋 季 學 期   ：   每 日 17:00-02:00     /

/          每 日 10:00-20:00 公 眾 假 期 休 息          /

於咖啡室裝修期間，原咖啡室營辦商美國三文
治 公 司 於 Concourse 提 供 臨 時 服 務。Cafe Express
設 於 LT-A 外， 提 供 咖 啡、 包 點 及 三 文 治；Mini 
Coffee Shop 位於 LT-E 對出（學術廊 1 樓往 2 樓電
梯底），供應咖啡、三文治、午餐及下午茶。

/       Cafe Express 週 一 至 五 08:00 - 16:00       /

Cafe Express
Mini Coffee Shop

/     Mini Coffee Shop 週 一 至 五 11:30 - 1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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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盧家驄大學中心（UC）。UC Bistro 是清靜
雅致的西餐廳，提供高級西餐和 High Tea。食物質
素和價錢比飯堂高一個級別。Unibar 與 UC Bistro 相
連，是科大特有的酒吧，可以和朋友聊聊天、看球
賽直播。Unibar 逢星期一至四指定時段特設 Happy 
Hour，比較便宜。菜單上有特製雞尾酒外，亦提供
非酒精飲品，適合不欲買醉的同學。

UniQue 位於李達三葉耀珍伉儷李本俊會議大樓
(Conference Lodge)，是接待外賓級別的酒店餐廳，
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佳餚美饌。品嘗美食的同時又
飽覽碧海青天，科大校園內只此一家。由於餐廳主
要招待大學職員和到訪賓客，價格不是那麼「親民」，
可喜的是餐廳不時會發電郵提供宣傳優惠。最受歡
迎的是逢星期五六日開放的自助餐，價格當然比坊
間同級別的便宜，可以帶家人來嘗試。

UniQue

UC Bistro / UniBar

/     每 日  12:00-2100    （UniBar 至 00:00）     /

/                    每 日 07:30-2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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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返科大一樣係
咁遠

The Way Back to HKUST is Equally Far for Everyone

攻

略

科大位於新界
，背山面海環

境優美，確為
讀書的好地方

。惟「針沒兩

頭利」，遠離
煩囂代價就是

交通不便，更
成少數非鄰近

港鐵站的大學
。

因此編委為新
生編出科大交

通攻略，方便
同學選擇最快

最抵的交通服
務。

香港九龍新界
無得避

No Exception for HK Island, Kowloon and New Territories

資料來源：
香港巴士大典

圖片來源：
龍威旅運

香港鐵路大典

www.ece.ust.hk

科大設有兩個巴士站，分別是：

• 北閘巴士站 

位於正門、鄰近科大廣場（火雞）

• 南閘巴士站 

黃焯書科研中心外、鄰近李兆基校園（LSK）

　　新生對該去哪個巴士站想必較不熟悉，

更害怕上了錯誤方向的巴士。其實只需記住

以下口訣：「南彩虹、北坑口」即可。

　　南北閘巴士站各有分工，途經北閘巴士

站的路線主要前往西貢區，可到坑口、將軍

澳及西貢一帶；途經南閘的路線主要前往九

龍市區，如彩虹、鑽石山、觀塘一帶。惟部

分路線兩方向都途經同一巴士站，上車時緊

記注意路線牌標示方向就萬無一失。

南北分家

巴
士
地
圖

往來科大的交通大致分為來

往九龍、將軍澳及西貢，當

中以來往彩虹及坑口兩個港

鐵站最為頻密，亦有最多路

線途經，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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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家住九龍新界又乘搭表中的巴士
線上學，恭喜你，表中路線均與九巴 91 系
路線設轉乘優惠，由 91 系路線轉乘至表述
路線或相反即享 $4.2 車費減免。優惠下不
少路線比使用學生優惠乘搭港鐵更便宜。
如在彩虹轉乘 27 往旺角僅需 $6.8，轉乘 9
號往尖沙咀亦只收 $7.0，在坑口轉乘 93A
往觀塘更只需 $5.0。

另外，新巴 792M 線亦有提供轉乘優惠，
轉乘 694 線往港島東可享 $3.5 車費減免；
轉乘部分新巴將軍澳路線亦有 $1.0 優惠。

地區 目的地 路線 轉乘地點

新
界
西

北葵涌 38 / 42C

彩虹

荃灣 40 / 290 / 290A
青衣 42 / 42C
葵芳、葵興 38 / 40 / 290 / 290A
屯門 62X / 258D* / 259D*
元朗、天水圍 268C* / 269C*

新
界
東

大埔 74A / 74D* / 74X

沙田 80 / 80X / 83A / 83X / 
88 / 89 / 89B / 89X

大水坑、馬鞍山 89C / 89D
上水、粉嶺 277E* / 277X*
翠林、康盛 93A / 98A

坑口／寶林
尚德、翠林／康城 296M / 298E

九
龍

慈雲山 3M

彩虹

九龍城、旺角 9 / 27 / 95
尖沙咀 9 / 26
九龍城、大角咀 10
九龍城、土瓜灣、紅磡 21 / 26
深水埗、長沙灣 42 / 214
秀茂坪、安達、觀塘 93A / 98A 坑口／寶林

＊　另設學生長途路線即日回程半價折扣優惠，該程車資
為減去轉乘折扣後折半

註：轉乘優惠同樣適用於相反方向及 91、91P 線，惟收
費可能有所差別

路線 起點 全程收費 終點 科大分段 服務時間 備註

九巴
91

鑽石山、彩虹
$7.4 清水灣 $6.8 06:00-22:25

91M
$6.1

坑口、寶林 $4.3 06:00-00:10
91P 科大北閘 - 07:55-08:50 平日早上往科大北閘

新巴 792M
將軍澳市中心

$6.9
西貢 $6.3 05:45-23:00

西貢 將軍澳市中心 $4.8 06:30-23:45

小巴
（喜龍）

11
彩虹站

$7.1 坑口村 $5.2 05:40-23:50 上午另設 11B 線往北閘
11S $8.5 坑口、寶林 $8.5 00:00-05:00 通宵服務、不設分段
11M 坑口站 $5.2 坑口站 $5.2 06:30-00:00

12
寶林、秀茂坪

$10.8
西貢 $7.0 05:50-22:25

西貢 秀茂坪、寶林 $10.8 06:20-23:15

北閘路線

巴士轉乘　慳錢省時

瞬間看車站　唔駛齋企有辦法

放學時間、大時大節生怕車站大排長龍？科大在南北閘設攝錄機監察
巴士站，同學亦可自由瀏覽。若見車站人山人海，可考慮待人潮散去才離開。

此外，九巴 91 系及新巴 792M 線均設實時到站時間查詢，同學在候
車前可使用相關手機應用程式（APP 1933、新巴城巴 App）預先查詢到
站時間，省去在車站呆等的時間。 車站直播 ▲

校方官方地址標示校園位於九龍清水灣，惟清水灣跟將軍澳及
西貢一樣同屬新界西貢區，因此科大確實位於新界。事實上北閘亦
供新界的士上落客，乘的士來往坑口站（亦是將軍澳少數新界的士
上落客點），乘搭新界的士起錶價亦較市區的士便宜。甚至有同學
曾遇市區的士拒載同學往科大而要求排隊等候新界的士。

科大喺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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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起點 全程收費 終點 服務時間 備註

九巴
91 清水灣 $7.4 彩虹、 

鑽石山
06:10-23:30

91M 寶林、坑口
$6.1

05:40-23:50
91P 科大南閘

彩虹站
17:25-18:30 平日下午往彩虹

小巴（喜龍）
11 坑口村 $7.1 05:20-23:50 下午另設 11B 線南閘起載
11S 坑口、寶林 $8.5 00:30-05:25 通宵服務、不設分段

小巴（豐兆） 104 科大南閘 $8.3 牛頭角站 06:25-21:40 21:00 後開出班次不返回科大

南閘路線

選乘港鐵將軍澳綫轉乘巴士小巴來往科大的同學，分別可於
坑口、調景嶺及將軍澳站轉乘。惟選擇轉乘站亦有祕訣，由調景
嶺往港島綫及觀塘綫部分車站會較坑口入閘便宜。如坑口往銅鑼
灣的學生票價為 $6.9，於調景嶺入閘則為 $6.1，節省近一成。即
使往調景嶺的 792M（$4.8）較往坑口的 91M（$4.3）略貴，在此
情況下合共車資仍以調景嶺轉乘為便宜。

就往港鐵站而言，不論是792M或91M都比小巴11／11M（$5.2）
為便宜。惟所有來往科大之小巴均提供 $0.3 港鐵轉乘優惠。

半夜返科大

91M 九龍開出尾班車時間為 00:10，要是在市區吃喝玩樂至深宵怎辦？放心，小巴仍繼續服務。
通宵小巴 11S 是科大唯一通宵交通，不論旺角唱 K 唱晚了，或是在將軍澳食宵夜的同學，都可於
彩虹或坑口坐車回科大。惟需注意 11S 收費 $8.5，而且 02:55 後彩虹開出的班次會由 15 分鐘變成
50 分鐘一班（寶林則為 02:30），同學要好好預算候車時間。

若不介意稍為步行的話，亦可選乘由銅鑼灣／旺角往西貢的公共小巴（紅 Van），銅鑼灣線於
鵝頸橋底近 7-Eleven 上車，尾班車時間為 00:30；旺角線為 24 小時服務，登車點位於登打士街近垃
圾站。當紅 Van 沿清水灣道落山，臨近往西貢的路口時向司機表示「鄭植之有落」，於巴士站落車
後橫過行人天橋，沿竹角路及清水灣道行人路即可回到科大。

真。科大校巴

除公共交通外，校方亦自行租用旅遊巴於繁忙時間為科大成
員提供來往市區的服務，以省卻同學「逼巴士」和久候小巴之不便，
車費較小巴便宜，亦無須中途停站，節省時間。

此外，鑽石山線及將軍澳線早上往科大班次更途經南閘，方
便於 LSK 上課的學生。

目的地 往科大班次 往市區班次 收費
鑽石山站 08:15-08:55

5-10 分鐘一班
17:55-19:10 

10-15 分鐘一班
$6.2

將軍澳站 $4.5
坑口東港城 13:45 / 13:50 12:35 / 12:45 $4.5

轉港鐵又有得平

註：校方至截稿前仍未公佈來年安排， 
表述校巴服務詳情以去年為準

旺角線站位銅鑼灣線站位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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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和中學生一樣，可以申請／延續「學
生身份」個人八達通，以享受港鐵的學生優惠。
申請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的大學生需為全日
制（Full-time） 和 26 歲 以 下， 並 需 要 每 年 申 請
延續。同學會在八月中收到學生事務處（Student 
Affairs Office）發出的相關郵件，指示學生八達
通申請流程。值得留意的是，需要申請的同學
應於開學後帶備科大卡到學生事務處領取一張
已蓋大學印章的申請表。由於每人只限索取一
張有校方蓋章的申請表，所以同學務必好好保
管此申請表，不要遺失，學生事務處不會重新
簽發有關表格。

　　將填妥的表格投入港站的表格收集箱，並於 
10 月 1 日起到港鐵站的客務中心繳付 20 元行政
費即可延續學生八達通。如果同學未能辦妥申
請手續，學生八達通就會在 11 月起失去學生優惠，
乘搭港鐵時要繳付成人車費。新申請者須將填
妥的表格連同 90 元費用交往港鐵站的客務中心
辦理，並於指定日期前往指定的港鐵站領取學
生八達通。

　　詳細資料可以在港鐵官網查閱。

　　雖然校內沒有便利店供同學增值八達通，
但不少科大設施亦有提供八達通增值服務，列
示如下：

• LG7 超級市場
• LG7 學生食堂
• 李兆基商學大樓餐廳
• 星巴克
• 麥當勞
• 圖書館 G/F 詢問處

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

八達通 @

增值 @ 科大

科
大

圖片來源：www.mtr.com.hk、blog.ust.hk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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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註冊時收到的科大卡作用其實類
似智能身份證，所有學生的電子信息都儲存
在科大卡裏。科大卡除了用作身份證明（如
考試時），它亦是大家進入宿舍、圖書館和
健身室等設施的工具（要拍卡才能進入）。
其次，科大卡亦可以作為付款途徑，如繳交
宿舍冷氣費等。大家可在自助增值機或者
透過 myPortal（my.ust.hk）中的 Manage My 

HKUST Card 一項中以用信用卡為科大卡增
值。 大 家 如 想 透 過 myPortal 管 理 科 大 卡 可
到 Computer Barn、部分宿舍中的公用電腦
增值，只要電腦連有科大卡讀卡機都可使用。每張科大卡都有自己的 PIN 碼，最初的 PIN

碼為學生的生日日期，格式為 YYYYMMDD。同
學可在 myPortal 中的 Manage My HKUST Card 中進行一切有關科大
卡的操作，如重設 PIN 碼、更新個人資料、報失科大卡、增值和冷氣
費增值等等。惟部分功能或需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才能進入。

每一個新學年，學生都要再次更新科大卡內資料，如果忘記更新
則會失效。在每一學年最開始的幾週之內同學應該自覺更新科大卡（新
生可不必理會，因辦理科大卡時已經啟動了，但其他年級的學生不可
忘記）。更新可通過學校裏任何一台連有科大卡讀卡機的電腦進行。  

具體步驟如下：

1. 首先將科大卡放置在讀卡機上，然後登入 myPortal；
2. 接著在首頁點選進入 Manage My HKUST Card，再選擇 Update 

Data on Card，在這裏需要輸入科大卡 PIN 碼；
3. 完成後，同學確認信息無誤後即可選擇將信息列印。

1. 科大卡是大家考試，借書，使用各種學校設施都需要用到的，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遺失科大卡。
2. 避免摺彎科大卡，以免出現讀取錯誤。
3. 如科大卡有任何異常，可填寫表格向 ARR 申請更換新卡。若是遺失，除填寫表格外亦須透過

網上信用卡或銀行櫃檯入數繳交補領費用。繳款後再將申請表和繳費證明一併交到 ARR 即可。

圖片來源：ece.ust.hk

使 用 指 南
科大卡科大卡

科大人的身分證

科大卡 PIN碼與更新方法

科大卡使用提示

增
值
機
位
置

此外，精品店及財務處（FO） 

亦提供增值服務。

• LG5 學生會合作社對出
• UG Hall I 地下正門旁之升降機大堂
• 1/F 17-18 號升降機附近 

• 學生專用區 （Student Lounge）
• 海旁小食店 （Sea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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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guo-lab.ust.hk
shrl.ust.hk
www.facebook.com/hkust/
www.pexels.com
www.vicksburglibrary.org

Introduction to Halls in HKUST
科大校園內有九座本科生宿舍（Hall I – IX），而科大亦有一所校外宿舍（Jockey Club Hall）位於將軍澳，

並有提供直達校園的校巴予同學往返校園，同學亦可以使用 792M 往返校園。

根據校方資訊，每名新生都可享有至少一個學期的宿位，而其中三分之一更可確保擁有全年宿位。

房間類型 宿舍樓 全年收費（港幣）

雙人房
I, II, III, IV, VI 14,294

VII, VIII, IX, JCH 17,896

雙層床房 V 11,896

三人房 II, III, IV, VI 10,742

編按：新生不能選擇單人房或 Jockey Club Hall，故不在上列表。而所有價錢以 SHRLO 所標註的 New Local UG Student 宿費為準。

HALL 1000

如何申請 Hall ？

住宿申請系統現已開放，可透過右側 QR Code 進入 :

新生憑入學申請編號及生日日期即可登入（亦可透過 ITSC 帳號登入，

惟需事先完成啟動）。注意截止申請日期為八月九日，宜及早申辦。根

據科大之宿位政策，各位本地新生申請人獲保證至少獲派半年住宿，第

一年過後則按 SHRL 政策分配宿位。

欲知更多有關住宿申請的詳情，可見 SHRL 官方資訊：

獲派宿位後亦勿忘在期限前繳清宿費，否則宿位有可能被取消。

入住的時候，宿生會拿到房卡或者房匙，也會被交予一張表格用以

檢查宿舍裡的設備是否完好。該表格之後應該交予宿舍管理人員。所有

的宿舍進入時都需使用科大卡拍卡進入。但由於信息更新需時，一開始或未能直接拍卡進

入，需由在場保安協助。但在一週過後，一般都可以正常使用學生卡拍卡進入宿舍樓。

在大學宿舍的設施方面，每位宿生均獲分配桌椅、書架、衣櫃各一套，插頭數個以及

一張單人床。每個房間都設有風扇及雪櫃，有些房間書架下附設軟木板方便宿生整理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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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 Hall 建議
住 Hall 作 為 大 學 5 件 事 之 一， 由 你 分 到

Hall 嘅嗰一刻就注定你未來半年甚至一年嘅宿
生生活，所以揀 Hall 就梗係揀個適合自己嘅。

地理位置

科大嘅 Hall 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地方就係坐
擁無敵大海景，基本上 Hall I-IX 中大約一半的
房間都會有海景。而 Hall I 係縱觀所有宿舍之
中最近學術大樓嘅 Hall，而 Hall II、Hall IV 和
Hall VI 就距離營業到凌兩點嘅 Seafront 最近。
接駁連接橋嘅 Hall I 及 Hall II 都可以喺完全唔
洗淋雨嘅情況下去上堂。

宿舍設施

Hall I-VI 每層都有全層共用的 2 個洗手間
和沐浴設施。就雙人房來講，Hall VII， VIII，
Hall IX 則以兩間房間共用同一洗手間以及沐浴
設施。

Hall I-V、VII-IX 每 層 都 會 有 一 個 休 息 室
（Common Room）以作宿舍活動或宿生聯誼
之 用， 而 Hall VI 則 每 層 有 2 個 Common 
Room。Common Room 有電視、微波爐、沙發、
水機和雪櫃等設備。但 Common Room 的雪櫃
經常發生失竊事件，故同學普遍寧願善用房間
內的雪櫃擺放食物。

基本上所有宿舍都有自己的洗衣間、自動
販賣機和打印機。Hall VIII 則跟 Hall IX 共用一
個洗衣間，而 Hall IX 之下還有自己的自修室和
健身室。在設有宿生會的 Hall I-V 則會設有一
間比較大的 Common Room。宿生會經常會在
那裡舉辦不同的活動如糖水會和萬聖節鬼屋等。
而該處也有不少遊樂設施例如氣墊球機、足球
機和桌球等供宿生娛樂之用。

宿生活動

Hall I-V 有自己嘅社學生會，部分樓層甚至
有佢地自己嘅樓會，每個社學生會都會經常舉
辦唔同嘅活動同埋有佢地自己嘅 Festival，比
較適合想識到好多朋友一齊玩嘅 Freshman。
而 Hall VI-VII 亦 都 有 相 應 嘅 學 生 組 織
Connection Team 同 埋 Living Learning 
Communities（LLC）舉辦唔同嘅活動，不過相
對 於 Hall I-V 活 動 就 少 啲 啦， 而 Hall VIII-IX 就
有佢地嘅 Organizing Team 搞活動，而每個禮
拜 二 至 四 亦 都 會 喺 Hall VIII 樓 下 嘅 Common 
Room 有飯聚。

至於對於有冇話邊個 Hall 會 Chur 到讀唔
到書，其實在科大此類事情較為少見。如果你
入到大學希望專注學術，只需表明一聲，通常
都不會遭到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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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多乘 19 號貨用升降機前往，其使用率高，
速度緩慢，可謂費時失事。建議於保安中心
旁選乘 2 號升降機到 4 樓，沿「中路」前行，
於首個路口轉右往「下路」，前行即可到達。

應用例子1 北閘往實驗室

4221g
學術廊的電梯假日時都會關閉，前往南閘因
而要行樓梯。可於 LG7／ LG5 乘搭 15 號升
降機到 3 樓，沿最近的縱向走廊走到實驗室區，
再沿「中路」走到盡頭就能抵達鄭裕彤樓。

應用例子2 宿舍往南閘
g

天行攻
略

Skywalker
相信新生們對科大校園結構仍有疑惑，
為此校方亦在升降機外貼出不同課室
最 近 的 升 降 機 以 便 利 學 生。 惟 開 學
後新生們會發現科大的升降機久候不
至，在開學前空無一人的學術廊變得
人 山 人 海， 在 午 膳 時 間 要 通 過 SCI/
HOME 對 出 更 成 一 大 考 驗。 在 此 我
們特意傳授科大 Skywalk 大法，務求
令新生們更易掌握校園環境結構，亦
減省等候升降機和步行的時間。

Skywalk 指在穿梭不同房間時不經學術廊及賽馬會大堂，直接取道辦公室、
實驗室外的走廊，得名於多數辦公室地勢高於學術廊。學術大樓不少課室
位處 2 至 5 樓，Skywalk 使我們無需繞經學術廊前往別處，省去多餘上落時間。何謂 Skywalk

???
???

地圖以 3 樓為例

樓層摘要 2 3中路直達 Concourse 中路直達鄭裕彤樓 UG 樓、下路能通往 LT-J 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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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懂 Skywalk 要先懂學術
大樓的基本結構。大樓的通道
設計如同「畫鬼腳」中的網格，
每層大致可以分成「三橫多縱」
的格局：三條貫通南北的走廊，
是為「三橫」；中間有為數不
少的小徑相互連接，是為「多
縱」（圖中的虛線路徑）。

Skywalk 時 或 經 過 辦 公 室
及實驗室外的走廊，應減低聲
浪以避免構成滋擾，亦請勿奔
跑以免碰到置於外面的器材或
撞到運送化學品或器材的人員。

圖片來源：HKUST Path Advisor、PSDGraphics

途經 Concourse 來往兩地則要等候有「龜
𨋢」之稱的 3 號升降機，相當耗時。建議
離開 4334 室後轉左往辦公室區域，沿「上
路」走到 25-26 號升降機至 2 樓即可到達。

應用例子3 穿梭高層課室
g4334 2502

查看地圖、規劃路線， 
可瀏覽 pathadvisor.ust.hk

使 用 iPhone 或 Android 系 統 的
手機可下載 m.HKUST 應用程式

Skywalk 概論

!!!

4 5Barn A/C 位於 4 樓 上路不能通往 13-15 號升降機、實驗室區因地勢關係不設 5 樓

「三橫」可以「上／中／
下 路 」 的 概 念 來 理 解。 當 中 
「上路」位於辦公室區域，因
不同學系辦公室設計問題，這
條橫向走廊並非完全直線，而
有着大大小小的彎位，亦有不
少分岔路。新手可依水牌指向
電梯的方向走，能避免大多數
迷路的問題。另外兩條橫向走
廊位於實驗室區域，「中路」
較為靠近學術廊，亦有通道與
辦公室區域相通，而「下路」
另一條就連接更多實驗室。

「多縱」之中位於辦公室
區域的縱向走廊大多位於升降
機兩側，亦是不少課室的所在
地。由於科大地勢關係，連接
辦公室及實驗室的縱向走廊大
多路經樓梯。位於實驗室區域
的縱向走廊則沒有一定規律，
當目的地位於另一條橫向走廊
時，Skywalk 時 容 易 錯 失 轉 彎
時機，導致要走回頭路，浪費
時間。因此建議要走到實驗室
區域另一條橫向走廊時，看見
有縱向走廊便立即轉入。

→
←

↑

↓
三橫 多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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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ICTIONARY

學 業

科 大 術 語 詞 典 2018  修 訂 版

Academics

靚 Grade /leng3 ɡreɪd/ adj.

課程的評分較寬鬆的課程，如成績只到平均
分（Mean）仍有 B 級或以上。教授會被頌為
「Grade 神」。

好 Grade /hou2 ɡreɪd/ adj.

課程的評分較嚴格的課程，靚 Grade 的相反，
如成績到 Mean 卻只有 C 或以下。教授會被稱
作「killer」。

爛 Grade /laan6 ɡreɪd/ adj.

俗稱「癲 list」，正稱為「Dean's List」。學期
平均積點（TGA）過 3.7（平均 A-）的學生即
可進入，以嘉許其學術表現。

Dean List /diːn lɪst/ noun

指 CGA 或 TGA 大 於 3.0 甚 至 達 至 4.0， 乃 不
少本地生的夙願。

過三爆四 /gwo3 saam1 baau3 sei3/ verb

延遲畢業，希望大家不會用到。

Defer /dɪˈfɜː/ verb

退學。一般作自嘲用，如同學往往在成績差
時說自己快將 Quit U。

Quit U /kwɪt juː/ verb

不用上課的正常上課日，通常透過同學自行
以 Add/Drop/Swap 來安排課節所造出。

Day-off /deɪ ɒf/ noun

因課節上課時間有別，課堂之間或相距數小
時，可能出現首節在早上，第二堂在傍晚的「一
天一地」情況，沒有住宿或安排活動的話可
謂十分煎熬。

天地堂 /tin1 dei6 tong4/ noun

指課節在時間表上如同一條長柱，課堂排列
得密密麻麻，近乎沒有喘息空間。

神柱 /san4 cyu5/ noun

旁聽沒有修讀的科目之課堂。

Sit 堂 /sɪt tong4/ verb

刻意缺席課堂，尤指非因病缺席者。

走堂 /zau2 tong4/ verb

即英文 Source，泛指往年課程教材或參考資料，
如試卷、已完成作業等，是衝 grade 不二法門。

疏史 /san4 cyu5/ noun

令人筋疲力盡、費盡心神的人或事。

Chur /ʧɜ:/ verb/adj.

指於拉把（Library，圖書館）埋頭苦讀。

摺拉 /zip3 laai1/ verb

Standard Deviation，統計學中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之標準差。科大大部分課程以常
態分佈作評級標準，因此同學常討論自己成
績比平均分高／低多少個 SD。通常考試、課
業評分後導師亦會釋出平均分及 SD。

SD /ɛs diː/ noun

在導師批准下以旁聽者身份參與課堂活動。
學生不會因此獲學分或評級，但如滿足導師
所設的條件， 可在成績證明書（Transcript）
中加入相關紀錄。

Audit /ʧɜ:/ verb

於同一個語文課程（LANG）課節上課的同學。

Langmate /ˈlæŋgmeɪt/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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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從 Atrium 觀景台（即蘑菇）外一躍而下，
一般用於開玩笑。

跳蘑菇 /tiu3 mo4 gu1/ verb

初入學之新生。

Freshman /ˈfreʃmən/ noun

1　（學會）已落莊的師兄師姐。
2　（學校）已畢業的師兄師姐。

老鬼 /lou5 gwai2/ noun

O-Camp /oʊ kæmp/ noun

Orientation Camp/Orientation Day， 即 迎 新 營
／迎新日，往往為新生踏入 UST 所參加的第
一項活動。

O-Day /oʊ deɪ/ noun

Orientation Week，迎新週，於九月初舉辦。
各學會在迎新週招募會員。

O-week /hou2 deɪ/ noun

Sub-Committee，附屬幹事，由上莊指導下籌
備一次活動，嘗試體驗擔任 Ex-co 角色。往往
會有很多機會認識新朋友。

Sub-Com /sʌb kəˈm/ noun

學會、 校內組織之內閣（Cabinet）， 其量詞
為支。隨學會運作下會產生下述用語：

莊 /zong1/ noun

現莊 /jin6 zong1/ noun
學會現屆內閣，亦可指現任幹事委員（Ex-Co）

Ex-Co /ɛks kəʊ/ noun
Executive Committee，學會幹事委員

上莊 /soeng6 zong1/ noun 上屆內閣或幹事

下莊 /haa6 zong1/ noun 下屆內閣或幹事

上莊 /soeng5 zong1/ verb 成為正式內閣

落莊 /lok6 zong1/ verb 完成任期下離任幹事

Nom 莊 /ˌnɒm zong1/ noun
候選內閣（Nominated Cabinet），大多需經過
相關會員投票才可成為正式內閣。

冧莊 /lam3 zong1/ verb 連任幹事

斷莊 /tyun5 zong1/ verb 沒有下莊接任

Dual 莊 /ˈdjuː zong1/ verb 同時上兩支莊

莊員 /zong1 jyun4/ noun 一同上莊共事之人

叫莊 /giu3 zong1/　嗌莊 /aai3 zong1/ verb
候選內閣於 Promotion Period 期間於 Atrium 呼
喊口號（Dem Beat/Cheers）的活動

Chanting /ˈʧɑːntɪŋ/ noun （可作動詞用）

Promotion Period，學會宣傳期，於春季學期
首月舉行。各候選內閣透過宣傳期爭取同學
認識，於其後投票支持。

Pro-P /prəʊ piː/ nou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週 年 全 民 大 會， 作
新舊幹事交替、檢討現屆幹事工作及讓會員
了解來屆幹事計劃。

AGM /ˈeɪ dʒiː ɛm/ nou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特別全民大會，
在突發事件要求急需解決時召開。如修改年
度計劃、憲章等。

EGM /iː dʒiː ɛm/ noun

組爸 /zou2 baa4/ noun

O-Camp 中於同組照顧 Freshmen 的師兄師姐。

組媽 /zou2 maa1/noun

O-Camp 中以組仔女身份參加的師兄師姐。

Spy /spaɪ/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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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戀愛狀況。由表示現況之字母（Available、
Occupied、Complicated） 和 表 示 曾 戀 愛 次 數
的數字組合組成，例如「A0」指從未拍拖，「O1」
指在第一段戀情中，「A1」指現時單身但曾
有一段戀情。

報 Status /bou3 ˈsteɪtəs/ verb

Re-union，泛指 Ocamp 後的聚會。

Re-U /riː juː/ verb

Constitution，憲章，為學生會（或屬會）建立、
運行之基石。

Cons /kɒn sɪ/ noun

人 物 People

泛指內地生。名稱來源為內地生的普通話拼音 Nei Di Sheng 及 Putonghua Speaking Person 之英文
首字母，因與遊戲機同名而流行。

NDS /ɛn diː ɛs/ noun PSP /piː ɛs piː/ noun

頹廢、頹喪，做任何事皆提不起勁。亦可指
無心讀書。

頹 /teoi4/ adj.

指在小組課業（Project）或莊內不願付出、坐
享其成（的人），一般受他人唾棄。

Free rider /friː ˈraɪdə/ noun

指人不願參加社交活動，寧願自己一個。

摺 /zip3/ adj.

Free ride /friː raɪd/ verb

住 宿 生 活 Residential Life

本科生宿舍第一至五座之宿生會（House I-V）
均設有樓會制度供宿生認識同層朋友，樓會
會舉辦不同的活動供宿生聯誼。其主要搞手
稱為「樓主」。

樓會 /lau4 wui2/ noun

非宿生（蛇）於宿舍的非法留宿行為。容許
收留「蛇」的宿生稱為「蛇主」。

屈蛇 /wat1 se4/ verb

Studen Housing and Residential Life Office，學
生住宿及舍堂生活辦事處。部分高年級生或
會以其簡寫（SHO）之讀音作蔑稱。

SHRLO /ɛs eɪʧ ɑːr ɛl oʊ/ noun
校方處理屈蛇行為。一般而言，經發現者不
論蛇主及蛇皆會受到處分。

打蛇 /daa2 se4/ verb

部分宿生會或於新莊／樓會上任時全莊跳入
蚊池。

跳蚊池 /tiu3 man1 ci4/ 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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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Place

於 本 頁 之 前 曾 提 及 的 地 點 將 不 予 重 覆 列 出

指由南閘或科大廣場至本科生宿舍第三座（UG 

Hall III）之斜路。

大斜 /daai6 ce4/ noun

連接橋。即連接學術大樓 LG5／ LG7 及本科
生宿舍第一座（UG Hall I）10 樓之天橋。

Bridge Link /brɪʤ lɪŋk/ noun

29-30 號升降機，除 1 樓外所有升降機外皆以
石材裝飾，較為氣派而得名。

富貴𨋢 /fu3 gwai3 lɪft/ noun

3 號升降機，途經 5 樓至 LG7。因使用率極高
使久候多時而得名。

龜𨋢 /gwai1 lɪft/ noun

15 號升降機，行程由 7 樓至 LG7，亦是學術
大樓唯一一部停靠各層之升降機（只設於停
車場的 LG2 及 LG6 除外）。

七上七落 /cat1 soeng5 cat1 lok6/ noun

Lecture Theater，演講廳。位於學術廊的所有
演講廳之編號皆以 LT 起首，如 LT-A、LT-D 等。
例句：「你去邊個 LT 上堂呀？」

LT /ɛl tiː/ noun

學會室，用作儲存學會資源。大多位於 LG5

學生設施中。

Soc 房 /sou2 fong2/ noun

21 號貨用升降機。其升降機門為上下開啟，
如同怪獸口部。其運作亦與其他升降機不同。

怪獸𨋢 /gwaai3 sau3 lɪft/ noun

1　學生紀錄及註冊 （ARR），即 Barn B 對面
2　LG5 學生設施會議室（LG5311）

玻璃房 /bo1 lei1 fong2/ noun

位於賽馬會大堂（Atrium）往學術廊電梯旁之
黃色弧形牆壁，常掛有學會宣傳物。

黃牆 /wong4 coeng4/ noun

註釋 noun 名詞 verb 動詞 adj. 形容詞 /.../ 拼音　英文從 IPA 音標，粵語從香港語言學學會粵拼方案

參考資料
香港網絡大典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行政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粵語審音配詞字庫

043

Campus



指南

上 網 這 種 基 本 需 求 和 空 氣、
食 物 等 並 存， 按 馬 斯 洛 的 需 求 
層次理論可稱作生理需要之一。
各位新生大可放心，因為 UST 的
Wi-Fi 覆 蓋 率 近 乎 100%， 只 要 方
法用對，便可享用大學提供的無
線網絡。

eduroam
現時全大學通用，「最快」的無線網絡。大學
內全境都有 3-5 格訊號強度。

Alumni
供舊生使用的 Wi-Fi

Wi-Fi.HK via HKUST
訪客用 Wi-Fi，無需 ITSC 帳號， 

但速度較 eduroam 慢。
eduroam 需要 ITSC 帳號才能使用。用戶名稱是 

< 你的 ITSC>@ust.hk，密碼和你的 ITSC 密碼相同。

校 外 也 有 大 學 生 可 用 的 免 費 Wi-Fi 服 務， 現 時
Y5ZONE 以 及 CSL 均 有 供 應。Universities via CSL

和 Universities via Y5ZONE 的網速和付費版無異，也
沒有任何時限。兩者的登入手續和 eduroam 一樣，
只要以 ITSC 帳號登入即可。

  iPhone使用者在選擇SSID
後直接輸入用戶名稱及密碼        
即可。

Android使用者在輸入用戶▶
名稱及密碼之餘，亦要將EAP
設定為PEAP，認證方法也要

設定為MSCHAPV2。       

◀

圖片來源：advicesacademy.com

連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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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Year Success @ HKUST
fys.ust.hk

Path Advisor
pathadvisor.ust.hk

HKUST myPortal
my.ust.hk

HLTH1010
sao.ust.hk/HLTH1010/

HKUST iLearn
ilearn.ust.hk

USTSPACE
ust.space

Canvas
canvas.ust.hk

實用網站

Program & Course Catalog
prog-crs.ust.hk

Duo Security (2FA)
http://itsc.ust.hk/services/cyber-security/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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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四周搵食指南
不在科大食食

科 大 雖 有「 和 尚 寺 」 之 名， 惟 科 大 的 

飯堂和餐廳也談不上是電影《食神》中的

「中國廚藝訓練學院」（少林寺廚房）。

各餐廳飯堂不論早午晚市皆人山人海，排隊耗時環境嘈雜，部分餐廳

甚至早已臭名遠播，更曾出現食物中毒、發現老鼠等事件。不論下課後還

是住宿住久了，有時也寧願到市區用膳，務求恢復自己的味覺。適逢學術

廊咖啡室裝修，筆者特意向同學推介科大鄰近地區餐廳，略盡綿力提升同

學的生活質素。

所謂「民以食為天」，味道固然是筆者的首要考慮。但為同學的錢包着想，

筆者亦會以價錢作評價標準，務求讓同學在相宜的價錢亦能體驗美味的食物。

頭盔：本文內容實屬筆者個人意見，人人口味各有不同，食評僅供參考。

惟筆者絕沒有收取任何廣告費，本文所有餐廳都經筆者親身到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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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 Choi Hung
牛池灣 91 91m 11

彩虹位處九龍市區，一帶舊屋邨林立，稍加觀察便可發現各種街坊茶餐廳、 
大牌檔，實為廉宜之選。而且科大來往彩虹交通方便，又有通宵小巴往返，即使與
好友暢敘亦不需「食宵到天明」，也無需朋友刻意前來新界一聚。

一見冰室之名，想必這茶餐廳歷史悠久。事實上屹立彩虹
四十載的鑽石冰室早已全面翻修，內籠新淨企理。惟其舊
式屋邨情懷仍然不變，走入當中仍能感受夥計與老主顧的 
街坊情，尤其午飯時間更是門庭若市。

鑽石冰室 推介：奶茶、葡汁焗飯、西多士

牛池灣青楊路 11 號彩虹邨金漢樓 37 號地舖 91 91m 11 紅萼樓 › 穿過金漢樓直行

位處九龍少數老村落牛池灣村中，早上茶市為傳統自助取點
心形式，既可於冷氣區享受早茶，亦有不少茶客攜同雀籠在
室外嘆「一盅兩件」，保留舊式茶樓風格。晚上則以大牌檔
小菜為主，適合一大群朋友晚飯暢敘。

新龍城茶樓 推介：滷水拼盤、開邊蝦籠仔飯

牛池灣龍池徑 67 號 B 地舖 91 91m 11 紅萼樓 › 經行人隧道往村內走 3 分鐘

同位於牛池灣村的富源則較為「就腳」，常乘搭 11 號小巴的
同學必然見過其發光招牌。縱座擁牛池灣村入口優勢，但小
菜質素亦不俗。其主打潮州打冷，較為吸引喜歡香口食物的
男同學。富源亦較新龍城晚關店，好宵夜的朋友亦不用擔心。

富源潮州打冷美食 推介：滷水、蠔餅

牛池灣華池徑 91 91m 11 紅萼樓 › 經行人隧道入村轉右

招牌雖有着車仔麵之名，這店晚上為人所知的是串燒。大多
座位位於室外，有着大牌檔的格調，頗配合「隨便坐」之名。
價錢較一般市區串燒店略為便宜，串燒種類亦廣，適合與同
學到此食宵夜聊天。略嫌不夠飽亦有車仔麵「打底」。

隨便坐車仔麵串燒 推介：原條茄子

牛池灣金池徑 1 號地舖 91 91m 11 紅萼樓 › 經行人隧道往村內走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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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 Hau 坑口
坑口村 91m 11

坑口比彩虹及西貢都較鄰近科大，北閘往坑口車程只需十分鐘，來回車費亦較
後兩者便宜，吸引不少同學及宿生晚飯時到坑口用膳。午膳時間科大更自設校巴來
往坑口，省去候車之不便，亦無需留在人山人海（尤以開學初期為甚）的科大午膳。

新味館絕非一間日式拉麵店，而是上海飯店。菜單上有着一
些特別的菜式，如煎小籠包以蛋皮鋪底，煎的口感恍如將生
煎包和小籠包結合，十分新奇。另外如宮廷煎餃、炒拉麵等
亦不俗。價錢方面亦較區內商場同類餐廳便宜。

新味館拉麵 推介：煎小籠包、番茄豬骨拉麵

將軍澳新寶城商場地下 G01-02 號舖 坑口站 › 總站入口過馬路直行

潮州冷美食坊雖說是「潮州冷」，卻沒有潮州打冷供應。然
而其燒味之味道和分量都比有着全港大學飯堂第二佳叉燒飯
的榮譽的 LG7 泛亞飲食優勝。此外，這裏的小菜鑊氣和味道
都不錯，尤其是蠔餅分量足、口感脆香。

潮州冷美食坊 推介：燒肉、蠔餅、蠔仔湯飯

將軍澳安寧花園商場地舖

聰嫂的大名相信同學都聽過，然而你又否知道聰嫂源於將軍
澳呢？於寶林開業的聰嫂首間分店就在坑口，水準一直保持
上乘，同時人流亦較市分店少，為一眾知己晚膳過後的好去處。
坑口店獨有之處是只要在下單時出示科大卡，可享九折優惠。

聰嫂私房甜品 推介：芒果雙皮奶、龍眼椰果冰

將軍澳 TKO Gateway 地下 W003-W004 號舖

坐 11 號小巴的乘客大多在坑口站下車，然而小巴的終點站是
坑口村。合時正好位於這個舊村中，雖然遠離港鐵站卻吸引
不少遊人慕名而至。這裏的小菜價廉物美，而且營業至凌晨
兩點，不少同學間中會約同好友或在學會活動後到這裏晚膳。

合時餐廳小廚 推介：千層咕嚕肉

將軍澳坑口村 5 座地下 11 坑口村總站

11m

91m 11 11m

坑口站 › A 出口轉左過馬路91m 11 11m

坑口站 › A 出口轉右過馬路91m 11 11m

背景由維基百科用戶 Wing1990hk 拍攝，依 CC-BY 3.0 條款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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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市中心 TKO Town Centre
尚德 792M

將軍澳市中心雖較坑口和彩虹遠，亦有不少價廉味佳的餐廳推介予同學。事實
上科大設有校巴往將軍澳站，賽馬會大樓（將宿）亦位於市中心。況且坑口與市中
心距離不遠，用膳後不妨散步一下，橫跨公園到坑口乘車，也不失為一健康選擇。

雖然家樂小廚在 OpenRice 的評分不佳，但筆者覺得其晚飯
小菜也是不錯的。部分小菜如蜜糖雞翼、黑椒牛仔骨等也相
當美味。位處屋邨商場，晚市人流較少，而且設有圓檯卡位，
故成為科大同學 Re-U 的其中一個好選擇。

家樂小廚 推介：蜜糖雞翼

將軍澳唐明街 2 號尚德廣場 2 樓 207 舖 尚德廣場

偉業的特色就是 24 小時營業，除了早餐、午餐炒粉麵飯和
晚市小菜外更有車仔麵，款式繁多而且全日供應，是為除了
Seafront 以外另一宵夜車仔麵的選擇。惟店鋪空間較小不宜
一大群同學晚飯小聚。

偉業特色粉麵茶餐廳

將軍澳唐俊街寶盈花園商場地下 3-3A 號舖

位於屋苑深處，必須經露天停車場前往，相對一般位於商場
的將軍澳食肆較難發現。換來的是人流相對較少，環境寧靜。
此店以拉麵、定食及咖喱為主打，價格與一般商場食肆相若，
但時有折扣，亦可儲印花換領優惠，相對較為抵食。

札幌拉麵 Miso No.1 x 辛味屋

將軍澳 The Parkside 地下 G05 號舖

位於日式超級市場內的日式料理店，雖然價錢亦是一般商場
食肆級數，但算方便易達（將軍澳站沿商場天橋走五分鐘），
而且拉麵和沾麵質素亦與價錢相稱，作為讓自己考試或是完
成課業後慰勞自己的餐廳亦不錯。

大門食堂 推介：大門油麵、叉燒沾麵

將軍澳唐德街將軍澳廣場 2 樓 AEON L209 號舖

792M

寶盈花園 › 左轉唐明街直行792M

寶盈花園 › 直行過馬路 › 入停車場轉左行 2 分鐘792M

將軍澳運動場 › 上行人天橋入商場792M

背景由維基百科用戶 Wing1990hk 拍攝，依 CC-BY 3.0 條款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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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 Kung 西貢
西貢市中心

西貢作為「香港的後花園」，風景優美之餘更遠離市區煩囂，給人感覺恬靜舒適。
有時在校園上課、溫習久了想要放鬆一下，不妨來距科大僅 15 分鐘車程的西貢走走、
吃頓午餐，在忙碌的學業和生活中加點閒適。

主打手製麵的自家麵，麵質爽口亦有嚼勁。湯麵除一般清湯、
麻辣湯底外更有胡麻湯底，相當不俗；除湯麵外亦有涼麵適
合夏季天氣。而且小食分量多，適合與朋友一同用膳。惟相
對一般連鎖麵食／米線店或較昂貴。

自家麵 推介：牛𦟌／豬軟骨手工麵、手撕雞涼麵

西貢敬民街 9 號高勝樓地下 G1 號舖 西貢總站 › 小巴總站旁公園前轉右直行

一間全港滿是分店的大型連鎖甜品店為何值得一提？也許大
家都知道滿記來自西貢，而這間就是滿記的「總店」。在分
店愈開愈多、品質難以維持之時，西貢總店仍能保持一定的
水準。而且西貢店面較大，適合一大群同學晚上聚會。

滿記甜品 推介：芒果班戟、榴槤甜品

西貢普通道 10A-10C 號地下

Paisano's Pizzeria 以特大薄餅著名，在外藉人士聚居地之一
的西貢亦有分店。除了薄餅以外，其意粉亦相當不俗。當然
價錢比其他連鎖薄餅店稍貴。另外，西貢店亦為科大提供外
送服務，惟間中外送服務會暫停。

Paisano's Pizzeria

西貢親民街 27 號地下

即使在舊區，要找到一間較好的茶餐廳亦不容易。全記小店
亦屬西貢區質素較佳的茶餐廳，其小菜亦不俗，適合開學後
同學 Re-U。

全記小店

西貢海旁廣場 2 號金寶閣地下 9 號舖 

12792M

12792M

西貢大會堂12792M

西貢總站 › 沿福民路直行轉左入親民街12792M

推介：小菜

西貢總站 › 穿過小巴總站後直行1279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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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 Sai Kung
西貢市中心

位處小巷之中的小店，店面雖小仍不掩老店人情味。提供盅
飯及點心，價格相宜，當中盅飯味道甚佳。即使 LG1 裝修後
亦可在科大附近嘆個「一盅兩件」。需注意此店營業至下午 

三時。

源興美食 推介：盅飯

西貢福民路 19 號高勝樓地下 西貢總站 › 小巴總站旁近便利店小巷直入

12792M

12792M

想買外賣？
同學有時或會想叫外賣，惟點餐前應先留意相關食肆會否外送至科大。例如必

勝客（Pizza Hut）旗下品牌 PHD 薄餅博士，即使兩者共用同一落單系統，PHD 卻
不會為科大提供外送服務（反而必勝客則提供）。

背景由香港巴士大典用戶 KMB-ATE1 拍攝，已獲授權取用

除了源興美食外，巴士總站旁的高富樓、高勝樓之間的小巷尚有更
多不同類型的食肆，如小食店、東南亞美食、車仔麵等尚待讀者發掘。
大學四年，不應只在校園裏獨自「摺埋一角」，多約朋友一同吃飯聊天、
與同學四周逛逛才是應有的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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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裏偷閑
餘課

咁多位 Freshman相信好快就有機會
感受到相信係科大獨有嘅 stress and 
tension，所以呢度特登準備咗唔少科
大附近嘅好去處比大家喺得閒嘅時候

去放鬆自己。

Party Room
另 外 據 小 編 所 知 觀 塘 同 新 蒲 崗 嘅 工 廈 區 都 有 唔 少 嘢 玩， 無 論 係

Wargame、Party Room、密室逃脫，甚至係冷門嘅室內滑板場、室內

攀石、Prawn fishing 同 Bubble Soccer 都有，呢啲就等大家自己發掘啦。

夾
公仔 / 貼

紙相喺將軍澳站隔離嘅 PopCorn 裡面嘅 NAMCO Asobi Park Plus 有籃球機、
氣墊球、掟彩虹，仲有好多夾公仔機同埋貼紙相機，啱曬上完一日堂之
後落去影輯日系貼紙相或者用籃球機發洩吓功課帶來嘅壓力。

唱
K

將 軍 澳 本 身 就 冇 地 方 唱 K 嘅， 咁 多 位potential 嘅 科 大 歌 皇 歌 后 要 喺 沉 重 嘅 課 業後 show off 大家嘅天籟之音，或者宣洩自己壓抑已久嘅不滿可以去到觀塘 1 亞太中心嘅Red Mr.，觀塘 APM 11 樓嘅 Neway 或者九龍灣 Megabox 17 樓嘅 Neway CEO 度唱 K。

溜冰
有 時 落 雨 又 想 做 運 動， 但 係 又 唔 想 做

gym 嘅大家就可以去 Megabox 溜冰，感

受下呢個咁有速度感嘅運動，享受下做

冰上女皇 / 冰上王子嘅感覺啦。

睇戲
有時 reg 科 reg 到有天地堂中間又想 Hea

下，睇戲相信會係好多人心目中嘅第一
選擇 ，而科大附近最主要有幾間戲院。

• STAR Cinema（將軍澳站 Popcorn MCL 院線）
• MCL 新都城戲院 （寶林新都城 2 期）
• 觀塘百老匯 PALACE APM 

• 鑽石山百老匯荷李活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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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
位處於香港後花園嘅西貢區嘅香港科技大學（雖然科大地址話

自己位處九龍），想喺假日親親大自然，放空自己？或者平日

放學想吹個海風，食餐海鮮？去西貢就係一個好嘅選擇。西貢

唔單止有唔同難度嘅郊遊徑比大家挑戰下自己，享受下行山嘅

樂趣，大家仲可以喺西貢轉小巴、巴士或者船去黃石碼頭、

北潭涌（九巴 94）、海下（小巴 7）、橋嘴島、鹽田梓等嘅郊

遊、觀星同埋露營熱點。鐘意研究都市傳說或者超自然現象嘅

Freshman 甚至可以測試下西貢結界嘅真實性。

清水灣
香港被譽為全球最適合游水嘅地方之一，咁就梗係唔好剩係比科大個泳池框住自己，去感受下香港嘅海灘啦。喺科大搭大概 20 分鐘車（九巴 91）就會去到香港其中一個最著名嘅清水灣泳灘啦，無論係平時去游水定係假日成班朋友一起去 Beach day 都非常方便。

踩單車
邊個話踩單車一定要去大圍大埔大

尾篤馬鞍山㗎，科大附近都有隱世

踩單車秘地㗎，就係將軍澳海濱長

廊，由坑口踩去康城啦。無論係平

時放學想出去踩單車鍛鍊體魄，定

係想踩單車吹下海風，放鬆下心情，

都可以去㗎！尤其喺將軍澳都有大

量嘅共享單車，只要租架共享單車，

就可以享受踩單車嘅樂趣啦。

小
夏威夷徑

小夏威夷徑係一條由井欄樹行落寶林 嘅 山 徑， 沿 路 風 景 優 美 而 且 大部 分 嘅 路 段 都 係 落 山， 係 一 條 喺香 港 幾 出 名 嘅 入 門 級 行 山 路 線，Freshman 可以喺小夏威夷徑用另外一個角度眺望將軍澳新市鎮嘅發展，沿途又有唔少瀑布同埋近百年歷史嘅水壩遺跡，而沿路行落寶林只係需要 1 個鐘頭， 啱曬咁多位課業繁重嘅 Freshman。

圖片來源：
我與美食有緣
Twitter @namco_kawasaki
橙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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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愛情還是學業，要在這戰場上傲視群雄、鶴立雞群並不容易，
而愛情比學業更殘酷，任何人都無法在愛情中苟且偷生。愛情難以用精密
運算解釋，沒有名次、沒有 GPA、亦沒有像宿位輪候冊般的 waiting list，只
有殘酷的「A」和「O」標籤，要脫穎而出，告別單身的生活在科大可謂難
上加難。

科大，一個戰場， 

多少驍勇善戰的戰士在云云競爭者中突圍而出 
從而來到這個無情的修羅場上為著各自的目標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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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科大失衡的男女比例，科大從創校至今一直有著少林寺或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ingle and Toxic」的「美譽」，多少科大生四年只希望在
LC 為著沉重課業廢寢忘餐、通宵達旦時有位「她」陪伴在側，一同共度寒
夜，在旭日初升之時共享科大美景；希望有位「她」令上學日週而復始的
漫長車程中充滿歡笑，使令人厭惡至極的金兜午餐都別有一番風味，為沉
悶的課堂和死氣沉沉的 Lecture Note 添上一層色彩；希望於畢業禮共「妳」
興奮合照，在畢業後回想起科大的生活猶如流行曲中「故事平淡但當中有妳，
已經足夠」，或者 campfire 必跳的戀愛 ing 中「未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
分某秒某人某地某種永遠的心情不會忘記此刻 LOVE」的兩句歌詞般畢生
難忘和不留遺憾，甚至尋找到那個「即使身邊世事再毫無道理」都願意永
遠連在一起的「她」。

仍然是單身狗的小編去年也和大家一樣，憧憬著大學的生活，渴望著
與萬中無一的那位「她」相遇相見相識，再將關係昇華至相戀相思相依。
盼望聖誕不需要再在 YouTube 聽 Lonely Christmas，自己可以有幸成為街上
萬千愛侶中的其中一對；盼望能在科大找到一位不說一句亦明白我的知音，
與「她」攜手譜寫出專屬的定情曲，用快門將我和「她」的一點一滴定格，
交織出唯美的畫面；盼望有一位「她」擔當我的燈塔，給予我無盡的動力
和幫助，可惜至今依然事與願違。

雖曾尋尋覓覓，身邊依然冷冷清清。方知原來沒有，從來都沒有，無
時無刻身邊陪伴我的依然只是一張空凳。

曾經有位師兄對小編說過，戀愛從來都不是一面倒向對方遷就或向著社會的
規範、標準低頭，二人之間並非地球和月球的關係，可能你圍繞在她身邊已經
六百天，但他卻完全沒有喜歡過你，小編僅此祝各位未出 pool 的 Freshman 於大
學四年間成功出 pool，出左 pool 的「你」的愛情則有如閣下 Snapchat 所建立起
的火焰　般永遠都不會有燒盡的一刻而內心都有如閣下 snapchat 累積數月所建立
起的粉紅心心　般保留著相識之初的粉紅色浪漫氛圍。

最後一句，可能你覺得你現在身處於浩瀚無邊的太平洋求登岸，但事實上閣
下能否從池中掙脫可能只是有如從蚊池爬出來般，只是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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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學會或者參加學會或學校舉辦的活動的時候，都會有人問你的
ITSC 帳戶。其實這個就是除了學生編號（Student ID）之外讓你暢通學校最
重要的帳號。

ITSC 帳戶使用 Office 365 服務，這個服務的好處是同學可以通過它進入
Office 軟件，使用蘋果電腦的同學也會有機會免費下載正版的 Office 軟件。

　　 登 入 myPortal (my.ust.
hk) 時 用 的 亦 需 使 用 ITSC
帳號。登錄之後會看到這個
介面：

輸入相應信息後按 Submit 即可，然後
你便會獲得屬於你的 ITSC Account。

ITSC Account 的重要性不亞於你的身份證 ID。ITSC 即學校電子郵箱的用戶名。每位科大同學
入學都會有這樣一個郵箱：xxx@connect.ust.hk。ITSC 所指的一般為這個郵箱地址或者郵箱名，即 @ 前
的那一部分。

ITSC Account 需要啟動。同學可直接掃瞄右方 QR Code，或於以下網站啟動： 
https://myaccount.ust.hk/ams/commonConsole/acctActivation

ITSC Account
 - Your Identity.

ITSC Account 的用途

暢遊科大

my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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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功能都集中在了這個頁面上。在此將簡單介紹學生在 My Studies 裡
部份常用的功能：

Class Enrollment Request 指的是有關選課的一些特殊申請，譬如申請進入
一 門 有 前 提 要 求 的 課、 申 請 免 去 某 一 門 課， 或 申 請 Credit Overload 亦 可。 而
HKUST Class Schedule & Quota 是每個學期選課的時候都一定會參考的網站，上
面會顯示詳細的課程信息，包括有多少人選課、等待選這門課的人有多少等等。

另外，新生也會用到 Health Lifestyle Course，請記得根據學校 HLTH 1010 的
要求在這裡報名相應的活動。

在 My Financials 裡有幾個功能，支付學費和宿費的詳細信息可在 Payment，
Procedure for Tuition，Hall and Other Fees 裡找到。學校提供多種的支付方式。

點擊 Scholarship & Financial Aid 後會直接進入獎學金辦事處的介面。

　　使用學校大部分公共電腦時，都需要你的 ITSC 帳號以及密碼來登入。在這裡，
ITSC 帳號指的是 xxx@connect.ust.hk 中 @ 前面的那一部分。在香港不少公共地
方都有供大專生使用的 Wi-Fi 服務，而校園裡的 Wi-Fi 和遍佈香港的 Wi-Fi 之連接
方式同樣是輸入 ITSC。注意這時候輸入的 ITSC 一般是整個郵箱地址：xxx@ust.
hk。ITSC 帳號亦是學生登入 Canvas 等服務時需要的帳號。

myPortal

Student Center
 (SIS)

登入 Student Center 時也會用到
ITSC Account。

Student Center 的首頁顯示個人
資訊，如已選修課節、未繳款項、
聯絡資料等。

入學的時候，如果有銀行帳戶的話，記得在右側的 Update Bank Account 裡填入相關資料。
同在左側的還有 Enrollment Dates，可以參考上面給出的具體時間來選課。另外重要的便是 Other 
Academic，點開之後會看到幾個選項：Enrollment Add，Enrollment Drop，Enrollment Swap，對應
的便是選課、取消選課或者調換課節。

在學期之後，大家也可以在這裡查看自己的成績，或者查看非正式學業成績表。

登入電腦

另外，自去年起所有新生登入部分科大頁面時
需 經 Two Factor Authentication (2FA) 作 多 重 驗 證。
同學登入時需使用手機確認當前登入程序，方可成
功進入頁面。相關資訊可參考 ITSC 網頁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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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不 可 不 知 的

到 Term Information 按一下 Enrollment Date 就可以知道。通常較高年級生會被優先安
排選課，如第一天是 Year 4，第二天則是 Year 3，如此類推，最後才會輪到 Year 1 選課。
而選課時間會分成幾個時段，所以請別忘記了自己選課的時段。部分課節或人氣較高而早
早滿額，故新生在選科前可先詢問師兄師姐的意見或到 USTSpace 看看各個科目的內容和
要求，亦應在選課時段開始前做好準備

如果選課後對上課時間不太滿意，可用 Swap 轉到另一個上課時間，或換成其他的 

Course。

Reg 科 指 的 是 選 擇 學 期 的 課 堂， 選 課 可 透 過 myPortal（my.ust.hk） 中 的
Student Center、Class Enrollment Request 及 Class Schedule and Quota 操作。

Reg 科指南

STEP 
5

Reg 科 ?

何時開始 Reg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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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 a s s  S c h e d u l e  a n d 

Quota 中內列出不同課程的剩
餘 名 額， 以 及 空 位 右 上 方 的 

Course Info，一般簡介課程內
容、課程要求（Pre-requisite）
或該課程不可與某些課程一
起選讀 (Exclusion)。

登入 Student Center 後，在選課介面中有 Add、Drop、Swap 及 Term Information 

四個按鈕，同學們可按需要使 用 Add 和 Drop 的功能，有興趣的課程就可以將其「add」
入購物車裡，覺得沒有興趣就可以把其 「drop」掉，十分方便，但謹記 add 和 drop

的動作要在 Add/Drop Period（即學期首兩週）完結前完成。選課前，可以預先把要
Add 的 Course 加入 Shopping Cart 裡（這也是重要一環，預先做好成功選讀的機會
就越大），當正式選課時只須按下 Enroll 即可。

 不過，有時候你要 Drop 的課程可能為 Required Course，系統不允許你 Drop。
這 個 時 候， 你 需 要 使 用 Class Enrollment Request。 除 了 可 以 要 求 Drop Required 

Course 之外，還可以要求免去課程的 Pre-requisite，如果有同學想修讀研究生課程（PG 

Course），或者有部分特別課程需要導師批准，都要在這裡處理。如果原因合理， 

通常都可以通過，只要預先跟課程導師溝通好就可以了。

合理的原因

STEP 
2

STEP 
3

STEP 
4

Class Schedule 
and Quota

SIS

Class
Enrollment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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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大學生，雖說好想支持環保，印少張紙保護地球，但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Assignment手寫又要單面字醜又扣分，notes望電腦又驚壞眼，

application又要 hard copy…… 

Print野手法有好多種，但唔係種種都適合你。以下就係幾種主要途徑之簡介，
同學仔亦要留意除此以外，部分學系、課程會有獨立的 Print Budget。

Barn
即 Computer Barn，校內共設三個，均設有電

腦、打印機及掃描器。

Barn 內 的 電 腦 可 直 接 存 取 多 用 途 打 印 機
（MFP），無需另行安裝。Barn 內的電腦亦會顯
示用戶的 Print Budget 餘額。另外，Barn 內的打印
機旁設有屏幕顯示現在及等候列印的項目，Help 
Desk 亦備有釘書機供同學使用。

除 Barn 外，科大各處亦設有多部 MFP，只要
在 ITSC 網 站 下 載「Print Queue Utility」， 就 可 以
遙控列印文件。

使用 MFP 只需要於打印機登入（或拍科大卡）
即可列印於 Print Queue 的文件。MFP 同時亦可影
印及使用外置儲存裝置（如 USB 手指）列印。

圖書館 Library
圖書館內每層均設打印機，1/F、LG3 及

LG4 的都在洗手間旁。而 G/F 及 LG1 的都在
樓層中間位置，在午間使用人數會較 LG3 和
LG4的較多。圖書館內的打印機以八達通收費，
如餘額不足可到 G/F 詢問處增值。

Printing 列印大法

▲ 圖書館內可列印類型

位置 A3 A4
黑白 彩色 黑白 彩色

1/F Printer A √ √
G/F Printer A √ √ √ √
G/F Printer B √
G/F Printer C √
G/F Printer D √ √ √ √
LG1 Printer A √ √ √ √
LG1 Printer B √ √ √ √
LG1 Printer C √ √
LG3 Printer A √ √
LG4 Printer A √ √

itscapps.ust.hk/pqueue/download.php

Print Queue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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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Budget
於 Barn 以及 MFP 列印都會扣除 Print Budget，本

科生每年都有 120 元定額列印費，每學年末未使用的
餘額其中一半將會撥入下學年度的 Print Budget。在
Barn 或 MFP 列印後都會顯示 Print Budget 的餘額，也
可以由 myPortal 中查看或增值。

學生會影印場 
Students' Union Print Shop

位於 LG5 麥當勞旁，有兩部用八達通付費的打印
機（其餘一部只限影印），費用較校園內其他打印機
為便宜，價錢可參考下方收費表。另外影印場職員服
務時間內亦提供釘裝及裁剪設施。

開放時間：每日 09:00-21:00
職員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13:00，14:00-19:00 
（星期五提早至 18:00）

圖片來源：lbcone.ust.hk, epublish.ust.hk

▲ Barn 電腦會顯示用戶 Print Budget 餘額

 列印類型
圖書館／ Barn 列印機 Print Shop

A4 A3 A4 A3

黑白單面 $0.3 $0.6 $0.2 $ 0.5

黑白雙面 $0.5 $1.0 $0.4 $1.0

彩色單面 $2.0 $3.0 $1.8 $2.7

彩色雙面 $3.3 $5.0 $3.6 $5.4

都係個句，為環保，如非必要印就最好不印，
如果印就記得印雙面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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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績 平 均 積 點（Grade Point Average，
GPA），是大多數大學及高等教育院校所
採用的一種評估學生成績的制度，同時也
有少量中學採用這種制度。計算方法為把
學科所得到的評級，換算成為一個積點，
再按照各學科的學分比例加權所得的數字。

看過計分方法，相信同學已經略微了解大學的積分準
則。我們整天會在校內聽到人說「爛 Grade」，說的就是
我校採用正態分佈（或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
來評定等級，A Range 區間狹窄，C Range 則十分開闊，
令同學拿到的成績普遍比其他院校低。所以同學在選修
課程前，不妨問問師兄師姐對於課程的評價。當然，求
學不是求分數，他人覺得好 Grade 的課程未必適合自己，
最重要還是興趣為先，爛 Grade Course 都有人得 A；當
有興趣學習的時候，才會投入一百分的努力！

但如在連續三個常規學期內 CGA 低於 1.5 或在修讀
同一必修科目（Required Course）取得兩次不合格成績，
則有可能被勒令退學。

TGA  學期平均分 
Term Grade Average

指一個學期內的積點。

CGA  累積平均分 
Cumulative Grade Average

指所有讀過的課程合計下來的平均積點。

Letter Grade
4-point System

Course Grade Point
A+ 4.3
A 4.0
A- 3.7
B+ 3.3
B 3.0
B- 2.7
C+ 2.3
C 2.0
C- 1.7
D 1.0
F 0

GPA 與你須知的二三事

科大從 2010-2011 春季學期開始採用四分制計算 GPA。A 為 4 分；B 為 3 分；C 為 2 分；D 為 1
分；F 為 0 分，如果有 + 號加 0.3 分（例如 B+ 即 3.3 分），有 - 號則減 0.3 分（例如 B- 即 2.7 分）。
通常每科最高分為 4 分，我校設有 A+，即最高分為 4.3 分。

科大編委忠告同學

時間要安排　遲溫實炒晒
考試：11 月　出龜：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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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工學院是香港其中一所最為全面及
享負盛名的工學院，所有工學位課程均
獲得香港工程師學會認證。同時工學院
也為提供學生不同訓練，讓同學能順利
在職場上發揮所長。

PMP 是工學院為新生安排的計劃，旨在協助新生互相認識，訂立學習目標和融入
校園生活。計劃由師兄師姐以過來人的身分為新生提供輔導及學習支援。每位新生（包
括非本地生）都會被平均分派到不同的 Clan，日後以 clan 為單位活動。每個 Clan 有
自己的名稱和顏色，背後有着不同的寓意。

在新生註冊當天，E2I 內會有攤位介紹 PMP 和 Clan，讓新同學了解各個 Clan 的特色，
亦是第一次與 Peer Mentor 見面的日子，日後可以向他／她們詢問任何關於科大的問題。
他們可以自身或身邊朋友的經歷，解答同學的疑難。PMP 首個亦是最大型的活動是
在八月底舉行的 SENG Team Building Camp，當日約七百位新生會共聚一堂，作團隊
遊戲和比賽。另外，不同的 clan 會有不同的活動，例如燒烤，聚餐等，視情況而定。

學系 CBE
化學及生物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IVL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SE
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CE
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IEDA
工業工程及決策分析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Decision Analytics

MAE
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ISD
綜合系統與設計學系
Division of Integrative  
Systems and Design

專業 工學院轄下科目
化學／化學及環境工程學（CBE）
土木／土木及環境工程學（CIVL）
計算機工程學（CPEG）
計算機科學（COMP）
電子工程學（ELEC）
決策分析學（IEDA）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IEDA）
機械／航空航天工程學（MECH）

跨學院課程
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 

（T&M-DDP）
環境管理及科技（EVMT）
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RMBI）
跨學科自選主修課程（IIM）

新生在翌年四月前需提交主修意向，在第二個學期過後仍有數日修改，六月
下旬會公布結果。較受歡迎的主修科目之選修門檻相對較高。注意：在選專業準
則必須在首學年於 ENGG 1010 取得合格、完成至少 20 學分，且 CGA 高於 1.5。

Peer Mento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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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歡迎選擇了理學院的你們。若你是以躊躇滿志
踏入科大，望於未來四年中大展拳腳，追逐夢想，那麼小
編先真誠祝賀你。但若你仍處於迷茫之際，對未來還沒有
清晰的規劃， 也不要著急，每個人在自己的時區裡都有自
己的步程，或許未來某一刻，心中便出現了答案。而學校
也會為大家提供嘗試，挖掘自我的機會，當機會到來時，
望大家能夠多多爭取，牢牢抓住。那麼言歸正傳，還是來
了解一下剛入學的你們會感興趣的大小事吧。

課程選擇
理學（JS5100）  國際科研（JS5101）
理學士 ( 生物化學及細胞生物學 )  生物化學及細胞生物學
理學士 ( 生物科學 )  生物科技
理學士 ( 生物科技 )  化學
理學士 ( 生物科技及商學） 環境科學
理學士 ( 環境科學）  物理
理學士 ( 數據科學與技術 )  數學
理學士 ( 數學 ) 

理學士 ( 數學與經濟學 )

理學士 ( 物理 )

理學士 ( 化學 )

不同之處：JS5101 是以 JS5100 為基礎，屬于「精英課程」。旨在
為將來希望從事科研工作的學生提供在本科階段儘早接觸和瞭解研
究過程的機會。當然，在課程中，學生可以參與先進的科研項目，
甚至通過高等研究院（IAS）的活動中可能會接觸到諾貝爾得獎學者

以及世界聞名的科學家。

生物科技與商學（JS5811）              
數學與經濟學（JS5813）
這兩個課程則是由理學院和商學院由 2016 年起合辦，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在首年理學院課程結束後選擇報讀，不過，也可能有同學在報
考大學時就已經做出了選擇。

資料來源：
https://science.ust.hk/about.html?lang=tc  
https://advise.science.ust.hk/aa/magnet 
http://image.baidu.com/

         School of  Science

理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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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在一年級新生的課程中，學校會為你們 Pre-reg 一些相關基礎課程，比如 LIFS 

1901、CHEM 1020, 或者 MATH 1012 等等。另外，學生還要讀滿 6 學分的英文課程，
比如 LANG 1002 和 1003，當然，若是在 DSE 英文科取得 5* 或以上成績且所有單
項均獲 5 級或以上的學生，可以通過 Credit Transfer 免去這六個學分的學習時間。

而到了二至四年級，學生便專注於主修課程，並且也可以考慮選讀額外的主
修或副修課程，擴充見聞。四年過後，最少修畢 120 個學分，並達到主修、學院
及核心課程（Common Core）的要求，本科學習就可以圓滿劃下句號了。

臨近開學時，理學院會舉辦有關於幫助新生適應大學環境，介紹校園的講座。
而在聽講座時，你會發現，聽著聽著，開始看起了各種風格的宣傳視頻。講座結束後，
你可能會順著人潮就走進了 SCI/HOME，不要驚慌，認准穿著組 T 又特別熱情的人，
他們就是負責為 freshman 答疑解惑的 peer mentor 了。而他們經歷過一系列課程
的磨練，和對大一生活充分體驗後已經能為大家給出詳盡的學習意見。所以，大
家只要在 mentor 們展示了各種興趣，特質後自行選擇心儀的組別加入便可，未來
一年裡，不論是學習還是生活中的疑惑，peer mentor 都會樂意為你解答。

若是有問題卻又無法及時聯繫到 peer mentor，最直截了當的辦法就是走進
SCI/HOME，詢求教職員的幫助，開放時間是週一至週五的 09:00-17:30。此外，
這裡還為學生提供自習用的公共空間，偶爾也會舉辦一些活動供同學娛樂，增進
交流。

如果依然有所疑惑，就大膽問吧！

我還有疑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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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你不可不知的爛 Grade 科

LABU 2040、LABU 2060
中學生心目中的商科生都具備高超的 Presentation Skills、演講能力及分析力。幸運的是你將在

科大學習這些重要的技巧，但不幸的是你將在的 LABU 2040 和 2060 中受大量的 Presentation 疲勞轟炸。

Language for Business（LABU）是商科必修科目之一，不論難度或是課業數量都是所有商科科
目中數一數二之高。加上每次 Presentation 及功課佔分比例相若，令不少人全學期都為 LABU 而奔波。
在筆者修讀的 LABU 課程當中，每個課程一學期內有 2-3 個 Presentation，再在中間擠進兩三項寫
作課業，最後在課堂上加上幾個即興 Presentation，幾乎所有課堂都不能鬆懈。另外要在 LABU 合格，
基本上所有課堂都要準時出席，因為出席率佔 LABU 成績約 15%，出席率少於 80% 更肯定不合格。
故筆者極力建議在編排上課時間表時把 LABU 課放在中午或下午的時段，盡量不要缺席。

MGMT 2010、MGMT 2110
不論是 MGMT 2010 還是 2110 都是極盡空泛的科目，但其課業又比其他科目麻煩，又是爛

Grade 的另一元兇。當中最麻煩的是 In-class Participation，每堂都有記名的小組討論，既要回答教
授問題，更要每星期在 Canvas 發言，稍有不慎便會失去該星期的分數。MGMT 2010 的 Project 可
說是大學無聊 Project 的表表者，和在課堂所學的了無相關。有一個教授的 Project 要求各組和一間
商鋪合作改善營運，但老實說大多沒有 Business Ethics 的成份在內。這科目考核的不是你的管理頭腦，
而是你能否舉手向教授示好、上 Canvas 打卡及找到好組員，祝君好運。

ACCT 2010
中學選修科有選會計的同學，恭喜你，因為你將會在 ACCT 2010 非常靚 Grade。中學沒有選修

會計的同學，恭喜你，因為你將會體驗前所未有的爛 Grade。全部新生都會在 Year 1 修讀此科，不
論有沒有會計背景都放在同一個起點上，大量對會計零認識的學生就此白白成為 Below Mean 的亡魂。
課業和考試都不算過分，但當一半同學都早你一兩年起步時，要靚 Grade 實在不容易。ACCT 2010
和 LABU、MGMT 不同，是正統可以以溫習取勝的一科。

主修學科 總共配額 主修配額 2018 春季學期 
主修配額

 商學院提供之課程
ECOF 60 60 27
GBUS 60 60 23
QFIN 40 40 17
ACCT 200 180 11
ECON 100 55 4
FINA 130 100 5

IS 180 100 9
OM 120 70 7

MARK 215 160 14
MGMT 190 70 6

 理學院與商學院合辦之課程
BIBU 60 60 TBC
MAEC 36 36 TBC

 跨學科課程事務處之課程
DDP 40 40 TBC

EVMT 30 30 TBC
RMBI 45 45 TBC

Quota for 2017-18 Intake

圖片來源：www.bm.ust.hk

商學院收生及選擇主修同時設有
大類收生以及專科收生。大類收生的
學生將於首年春季學期末進入 Major 
Selection Exercise （MSE），選擇他
們的主修學科。而於首輪 MSE 中未
能得到主修科目的，則會於次學年秋
季末之次輪 MSE 競逐餘下之主修學
額。經專科進入商學院得學生同時可
以 參 與 MSE， 但 同 時 須 自 動 放 棄 原
有主修學科。至於兩輪 MSE 都未能
獲得主修之同學將以 GBM （General 
Business Management） 為 主 修， 悲
慘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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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hss.ust.hk/ug/

科大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SHSS）是大中華區最大規模的人文社會科學跨學科
大學學院，但若以人數計算，則是科大四大學院（其餘三個分別為工學院、理學院和
商學院）之中最小的一個，轄下管有人文學部、社會科學部和語文教育中心。現時人
文及社會科學學院為本科生提供兩個課程，分別為環球中國研究（GCS）和定量社會
數據分析（QSA），其中定量社會數據分析更是去年才正式招生的嶄新課程。除上述
兩個主修課程外，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亦提供不同核心課程（Common Core）以及音
樂、寫作、電影和創意藝術（Creative Arts）等課程供科大同學選讀，為科大校園增
添一絲人文氣息。

修讀環球中國研究（GCS）的同學首年需修讀 SOSC1350 及 HUMA1440，前者主
要以社會科學的角度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立國後的社會發展，而後者則
從人文學科的角度分析中國自十九世紀以降中國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件如何影
響今天的中國。GCS 的課程非常自由，同學可依偏好選修，於首年打好根基後選擇
於往後的四年專攻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

而 QSA 的 課 程 則 較 為 複 雜， 首 年 的 課 程 包 括 SOSC1200、SOSC1100、
COMP1942、MATH1012/1013 及 MATH1014 等，SOSC1200 主 要 讓 學 生 了 解 什 麼 是
社會科學和現時社會科學的各個研究方向，SOSC1100 和 COMP1942 則分別教授使
用 R 程式疏理社會數據並將之展示的技巧和分析並呈現數據的電腦概念和工具，而
MATH 相關的課程則會教授微積分的概念和應用。同學在往後三年可以繼續修讀進階
的社會科學、數學或電腦編程之課程，裝備學生應付畢業後繼續進修或就業需要。

學 院 在 新 生 入 學 初 期 亦 會 分 別 為 修 讀 GCS 和 QSA 的 學 生 提 供 SHSS1010 和
SOSC1210 兩個課程，兩者均是旨在協助同學適應大學生活，內容為協助同學釐清發
展方向並部署大學生活，並提供就業、交流和研究等資訊。

除 了 上 述 兩 個 主 修 課 程 外，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亦 有 四 個 副 修 課 程（Minor 
Program） 予各學院的學生就讀， 分別為人文學（Humanities）、 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和通識研究（Liberal Studies），有興趣的同
學可以到 SHSS 的網站瀏覽關於副修課程的資訊。

歡迎大家加入 SHSS 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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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鼓勵創新自主的跨學科研習，結合不同範疇或新興領域的知識，讓學生從多角度審視問題，
推動他們跳出 comfort zone，發掘創新而可行的方案去解決日趨複雜的社會及經濟難題。

IPO 提供以下四個跨學科的本科主修課程：

跨 學 科 課 程 事 務 處 IPO

T&M-DDP
修讀 T&M-DDP 的學生可以在五年內分別獲取工學士學位或理學士學位，以及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雙學位課程設計特別結合工理科及商業的專業知識，迎合職場上對創新視野的需要，培育學生從科
技及商業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務求得出一個切合科技考量及商業需要的方案。

工學士學位方面，可選擇大部份科大工學院所提供的主修科目。理學士學位方面則只可選擇生
物科技學（Biotechnology）。而工商管理學士學位方面固定為綜合商業管理學（General Business 
Management）主修。課程要求學生每年同時修讀工程／理科及商業課程，除核心學科外還有其他課程，
包括數學、企業精神、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中英文商業溝通、分析技巧、多角度思維及批判思考。

除課堂學習外，T&M-DDP 提供多元化增潤課程讓學生加強多角度解難技巧，磨練溝通及領導才能，
活動包括科技及管理國際商業計劃比賽、交換生計劃、企業實習、行政人員講座及領袖訓練等。

T&M-DDP 畢業生大多進入工程行業（32%）或從事商業管理（16%）、銀行及金融機構工作（約
14%）、商業管理及顧問（13%）、資訊科技（6%）及創業（6%）。亦有越來越多學生嘗試創業。

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
Dual Degree Program i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VMT環境管理及科技課程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Technology Program

可持續發展是現今世代備受關注的議題之一，倘若我們希望為自己及下一代提供一個宜居環境，
我們需要急切解決各種環境問題，但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往往存在很多矛盾及衝突，窒礙環保進程。
如何在商業和大自然之間取得平衡，令工商界既能有效生產獲利又能同時保護環境乃一大學問。
EVMT 培訓新一代環境管理人才，兼具保護環境的熱誠及跨學科知識，有能力制訂既保護自然又維
持經濟發展的方案。

EVMT 課程融合科學、工程、管理及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涵蓋環境科技、環境法例、環境、
社會及管治的管理及匯報、綠色企業、能源及可持續發展。學生在最後一年要實踐所學，參與解決
企業及非政府機構面對的實際問題。EVMT 亦著重學生親身體驗及參與，所以每年均舉行考察團，
實地體驗其他地區、國家的環保發展，參考其他已發展國家如何有效解決環境問題。 

就業方面，約 50% 畢業生進入工商界工作，從事環境顧問專業、於政府及法定團體或非政府
組織工作、繼續升學者則各佔 15%。

香港科技大學除了四個學院：商學院、工學院、
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以外，還有一個跨
學 科 課 程 事 務 處（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Office，IPO）提供本科課程。自2016/17學年起，
本港 DSE 考生可透過 JUPAS 申請入讀 IPO 的
課程。而科大一年級學生，可於春季學期時申
請入讀 IPO 其中一個本科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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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I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課程
Risk Management & Business Intelligence Program

RMBI 是香港首個創新整合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知識的學位課程，
結合科大商學院、工學院和理學院的專業知識，著重訓練學生計量
技巧及商業知識應用，讓他們掌握數據收集及分析的前沿科技，繼
而用於管理不同規模的公私營企業所面對的風險。

RMBI 要求學生精通數學及電腦程式運用，同時亦須兼備分析及解難能力，才能為各行各業挖掘、
收集及分析數據以減低形形式式的風險。為培訓學生具備數理及分析才能，RMBI 的課程內容由淺入深，
包括：1) 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的整合、2) 金融投資、會計、商業及經濟專業知識、3) 風險評估及
建模方法及 4) 商業智能工具、數據挖掘及科技等等。於課程的最後一年，學生更會參與企業項目，
通過深入研究由企業提供的真實商業個案，加強其知識應用能力，同時可提高其創意及批判思考能
力，和項目管理技巧。

除了一般的海外交換生計劃、師友計劃、企業實習及講座，RMBI 學生可親自參與編採課程通訊，
參 加 年 度 的 風 險 管 理 及 商 業 智 能 大 型 研 討 會 ，及接受專業資格培訓。

RMBI 畢業生大多進入商界如於商業及投資銀行、資產管理機構、會計及審計公司、專業顧問
機構和資訊科技公司等，擔任分析員和顧問。

IIM跨學科自選主修課程
Interdisciplinary Individualized Major Program

IIM 是一個反傳統的獨特課程，讓具遠見、才能及個性的學生設計專屬於他們的跨學科主修課程。
IIM 的學生必須非常清楚自己的志向及興趣，課程賦予學生很大的主導權，自由結合科大內不同學院，
甚至其他本港或海外院校的課程，設計一個配合個人興趣，志向及職業發展的主修課程，研習一個
與眾不同的新興跨學科領域，助他們跨越現有的學術課程界限，全情投入研習個人特訂的主修科。

現時 IIM 學生主修課程包括仿生學、計算認知科學、環境及地球科學、生物能源管理學及人機互動。

就業前景方面，課程能展示畢業生的志向、理想和創造力等技能，向僱主展示他們的本科學習
過程中的積極形象。

總結
IPO 會盡力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

並發掘新的空間，以非傳統方法幫助學
生發展志趣。我們會持續舉辦豐富多元
的課內外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有嶄新的想法，亦有切實執行的能力，
令學生畢業後能多才多藝及有競爭力去
面對往後數十年的挑戰，並不只著眼於
現時的工作及既定的職業路向。IPO 鼓
勵學生循自己的興趣及志向發展事業，
不要被前人的經驗或社會的期望所規範 
，寓興趣於事業才是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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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本科生都要完成上圖所展示的要求，以完成核心課程，其中包括學院精品科目（School-
Sponsored Courses，SSCs）。SSCs 的內容為科大的學院精心設計，旨在提供獨特的科大教學
內容和反映學院教職員的質素和能力。

在 Common Core 的課程要求中，有一些是絕大部分的同學都要修讀的，也有一些的內容或
架 構 和 一 般 的 課 程 不 同。 例 如 很 多 同 學 會 修 讀 HUMA 1000 或 HUMA 1001 以 完 成 SSC-H 的 要
求，HUMA 1000 - Cultures and Values 側重教授文化和價值觀，且不同的 Section 可能會有不同
的主題和內容，所以同學決定修讀時應先查閱課程詳情。HUMA 1001 - Foundational Texts in the 
Humanities 則側重教授哲學、邏輯和語義方面的知識。

為了讓本科生接觸不同範疇的知識，從而拓闊視野，而非只專注於自己主修的領
域，大學在本科生課程中加入了（Common Core，CC），所有本科生都需要完
成核 心 課 程 要 求 才可以畢業。總而言之，課程共有 36 學分（Credits），本科生
須從以下幾個方面獲得相關學分：

Common Core

核心課程範疇 學分要求 備註必修 選修
Humanities H 6

6

其中 3 學分必須為 SSCs
Social Analysis SA 6 其中 3 學分必須為 SS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6 其中 3 學分必須為 SSCs
Quantitative Reasoning QR 3
Arts 0
English Communication E-Comm 6 Nil 必須在首學年修讀
Chinese Communication C-Comm 3 Nil
 Healthy Lifestyle HLTH Non-credit Nil

總學分要求 36

The Common

CORE

S&T
E-CommSA

H

QR

Arts

HLTH

C-Comm

英語傳意課程 LANG 1002 和 LANG 1003 的學生分別需在首學年秋季（Fall）及春季（Spring）
學期修讀。課程採用小班教學（每班只有約 20 人）和分流制，按同學的英語水平分流至 A/S/I 班，
學習內容則多圍繞寫作和說話演講能力。在開學之前以及修讀 LANG 1003 之後，同學都要參加
一個名為 ELPA（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的英語學術能力測試，包括讀、寫、聽、
說四份分卷，最高分為 7 分。要留意的是，說話的考試時間需要同學自己上網預約登記，各時段
均有限額。第一次考的 ELPA 成績不會計入 LANG1002 的成績，惟同學最好出席以了解自己的
英語水平和 ELPA 考試模式，因為修讀完 LANG 1003 之後的第二次 ELPA 考試成績是計入 LANG 
1003 的學科成績的。

英語傳意 English Communication (E-Comm) 英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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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個 比 較 特 別 的 Common Core 範 疇 則 是 中 文 傳 意（Chinese Communication， 俗 稱 中
LANG）的課程。DSE 中文考獲第四級或以上的學生將修讀 LANG 1117C/P，考獲第三級者則修
讀 LANG 1113C/P/I，兩科的課業、評核要求亦有不同。原本中 LANG 的所有課程均以普通話教授，
但學校在 2016-17 學年期間開始設立以粵語教授的課程，所以同學選擇時也可考慮教授語言。課
程編號最後為 C 者以粵語教授，P 則以普通話教授。惟不論 C 或 P 班，其評估語言皆為普通話，
因此普通話不太靈光的同學仍需好好訓練方可取得佳績。

圖片來源：uce.ust.hk, w5.ab.ust.hk

另一方面，同學可申請學分轉移（Credit Transfer）豁免修讀某些課程。學分轉移旨在讓已具
一定學術能力和資格的學生豁免修讀相關的 Courses，讓學生更能有效運用 Credits，有更大的學習
得益。例如 English Communication 的課程雖然要在 Year 1，但若同學在 HKDSE 的英文科獲得 5*
或 5**（並且所有分卷獲得 Level 5 或以上），就可以申請豁免，不需修讀相關的英語課程（LANG 
1002 & LANG 1003）。

同學若曾參加其他英文公開考試（例如 IELTS、TOEFL 等），也有機會申請 Credit Transfer。

中文傳意 Chinese Communication (C-Comm) 中 Lang

學分轉移 Credit Transfer

◀ 課程列表（選擇 Common Core 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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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
E X P L A I N E D

PHOTO SOURCE:
ilearn.ust.hk, 
canvas.ust.hk,
itsc.ust.hk

Canvas 是個設有多項功能的師生交流平台，大部份科大課程都採用它。導師
都會於 Canvas 分享學習資源，如課程文件、筆記、課堂錄像重溫等。不少重要通
知，如測驗考試詳情、課業評核成績等亦會透過 Canvas 發放，同學宜定期檢查。
部份課程更會選用 Canvas 作為預約測驗時間段、提交功課和發放考試成績的途徑。

（不使用 Canvas 的課程多會有專屬網頁提供類似功能， 
同學應於開課初期，掌握課程發放資訊的途徑，以免錯失重要資訊）

▲課程文件、筆記發放

▲

成績發放

▲

通知（測驗考試詳情、重要期限等）發放

▲提交功課

Canvas 上 又 設 有 討 論 版， 提 供 談 論、 發
問的平台，甚至有個別課程以學生討論質素作
為評分標準。不少運用討論版功能較多的課程
會把班級拆散作數個課室方便討論進行。

▲討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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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多選題

開放式題目

  PRS 是一套由科大開發的無線互動系統，
現時已於大量校內課程中獲採用。透過 PRS，
學生可於時限內透過手上裝置回應講師提問（大
多數情況下為單選題）；為課程增添互動元素之餘，
亦可能會與分數掛鉤，影響學生於該課程所得
的評分。因此同學在出席有使用 PRS 系統的課
堂時，切記要準備好回答用的裝置，否則可能
會失去獲得相應分數的機會。

  系統啟用初期，用家（學生）只能透過專門
的裝置作答。由 2014 年開始，系統應用雲端技術，
用家亦可透過手上有上網功能的裝置——如智
能電話或平板，甚至電腦——作答。PRS 裝置
可於 ITSC 服務櫃枱免費租借，惟需小心保管，
如有遺失，需賠償 $280。

使用方法
    使用 PRS 裝置作答                              使用有上網功能的裝置作答

• 按下開機鍵
• 按 CHANNEL 鍵對應講堂 PRS

信號，螢幕上出現 OK 選項後：

• 使用瀏覽器開啟 ilearn.ust.hk 
或開啟 HKUST iLearn App

• 選擇 iPRS
• 輸入講師提供的 Access Code
• 螢幕上出現題目後：

按下與正確選項
相應的號碼， 

再按 OK

按下所有與正確
選項相應的號碼，

然後按 OK

不支援

按下正確選項，
然後按 Send

按下所有正確選項，
然後按 Send

輸入答案， 
然後按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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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力 生 活 Healthy Lifestyle Course， 即 HLTH 
1010， 是 Common Core 中 最 為 麻 煩 的。 要 完
成多項要求，加上 23 小時的活動單元，令不少
Freshmen 叫苦連天。

資料來源： sao.ust.hk/HLTH1010/

  HLTH 1010 分為五個單元，當中最容
易錯過的是最初的 Orientation Module。學
年 開 始 時 SAO 會 以 電 郵 通 知 所 有 新 生 出
席 HLTH 1010 課程簡介，不過由於大量新
生尚未養成查閱電郵的習慣，故大有可能
缺席這個簡介會。事實上，與 HLTH 1010 
Requirement 有 關 的 部 分 日 程 已 於 HLTH 
1010 網頁上公布，筆者在下列出以供參考，
各新生應為此預留時間。（HLTH 1010 以
外亦有大量重要資訊需透過 Email 接收，
故筆者依然忠告各位勤查電郵）：

活動 日期
Getting Started@HKUST & Course Introduction Session 八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Health and Fitness Assessments 九月七至九日
Fitness Training Class 八至九月

  HLTH 1010 分為五個 Modules，下表見各 Modules 的完成條件：

組別 活動 最少時數 
要求

時數上限
總共 每次 每日

必
修

Orientation Course Introduction Session 1 1 1 -
Getting Started@HKUST 2 2 2 -

Wellness

Intake Survey 1 1 1 -
Health & Fitness Assessments 2 2 2 -

Wellness Assessments (HLQ & DASS) 1 1 1 -
Exit Survey 1 1 1 -

Fitness Training Lecture & Practicum 2 2 2 -
Sports Skill Class Sports Skill Class*

35

12 - -

選
修 Activities

Additional Sports Skill Class* 12 - -
Organized Sports 14 2 2

Self Sports Practise 14 1 1
Wellness & Personal Enrichment 14 2 4

Community or Voluntary Work 14 4 8
總時數要求 45

* Sports Skill Class 須上滿九小時方可納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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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ness Module 較其他所有單元簡單。四個要求中，有三個都是網上問卷，同學只要留
意電郵便可以準時完成這些要求。而體能測試同樣是在學期初舉行，故務必在簡介會上留意日程。

另一個簡易的單元是 Fitness Module。雖說簡單，但為時一小時的體能測驗也會耗費你一
定體力，應試前記緊補充足夠水分。這個體能測驗的成績雖不會影響你 HLTH 1010 的進度，
不過是和 UST 學生的平均體能作一比較。未達平均值的同學也許可以視這為完成 HLTH 1010
的動力吧。

以上三個單元確實不簡單，但絕非歷年來令無數新生 Fail 此課程的殺手。

全 HLTH 1010 最難一關：Sports Skill Class Module。Sports Skill 無論是註冊、上課、以至
是維持出席率都考驗着你的時間管理和運氣。學期初始，不同 Course 填滿着你的時間表，萬
一沒有任何空閒時間，恭喜你！因為你注定本學期不能完成 HLTH 1010 的指定要求。當你辛
苦撈出兩三節課餘時間，那些時段又有 Sports Skill Class 時，你便可進入下一個運氣成分極
高的環節——和其他不能完成 HLTH 1010 的苦主一起抽籤決定能否入讀 Sports Skill Class。

接下來便是持久戰。不能請假，不能缺席任何一課 Sports Skill Class，時刻提高警覺。一
學期 12 課中只可缺席 3 課．更不會在 Midterm 考試期間暫停上課，即便是因病或其他正當理
由也不會受理。筆者有朋友一連兩三課都和 Presentation／考試撞期而 Fail HLTH 1010，眼白
白浪費了大量時間。如果能順利入讀 Sports Skill Class，就盡量出席，以免因急事缺席令前功
盡廢。

和 Sports Skill Class Module 同步進行的是 Activities Module。全 HLTH 1010 中最繁瑣的單
元。要完成合計 26 小時的訓練才可以合格，是令不少同學 Fail 的另一鬼門關。筆者建議在學
期初盡可能每日都於各指定地點打咭，填滿 14 小時的自主訓練時數。有同學會在近 Atrium 的 
S.H. Ho Sports Hall，方便在下課時去做運動。

而其餘 12 小時，筆者建議同學參加不同學生組織的活動。有義工服務類，如 REDbird、
SSSS 及 Rotaract 等；有康樂文化類，如 U Choir、中樂團等。校方也有不同提供 HLTH 1010
時數的活動，唯大多時數少，及不定期舉行，故最好視作補充時數的後備手段。

HLTH 1010 最能訓練的不是體能，而是你的時間管理技巧。筆者見過為數不少的同學忽
略騰出給 HLTH 1010 的時間，在學期末一大堆考試 Presentation 的時候才來做運動求 Pass 
HLTH 1010，結果爛 Grade 之餘又 Fail HLTH 1010，十分可惜。

月份 活動

八月
Getting Started@HKUST & Course Introduction Session

Wellness & Personal Enrichment Events
Fitness Training Class

九至十二月

Health & Fitness Assessment [Sept.]
Intake Survey [Sept. & Oct.]

Wellness Assessment (HLQ & DASS) [Sept. & Oct.]
Fitness Training Class [Sept. & Oct.]

Sports Skill Class
Events in the "Activities" Module

一至四月 Exit Survey [Apr.]

▲ 校方建議的年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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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學生會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成立於一九九二年，根據憲章分為四大架構。

學生會的主要目的是為學生代言、為學生會會員提供福利以及推廣學術、
體育、文化活動等等。大學內大大小小的活動，屬會間的協調之類的日
常運作，以及學生公投都是由學生會負責管理。

在每年的大選選出幹事會、編輯委員會內閣及普選評議員後，學生
會都會舉行週年大會，四大架構都會在此宣讀年報。同時在 LG5 學生會
辦事處外告示板上也會張貼有關學生會的文件，有興趣的同學可多加留意。

學生會架構

Editorial Board
編輯委員會

Council
評議會 

Executive
Committee

幹事會

Court
仲裁會

HKUSTSU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o F 

簡
介

Referendum
公投

General Meeting
會員大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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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 Ex-co。幹事會主理科大學生會的
日常行政，當中包括與友校的交流、會員福
利、迎新活動等。手提電腦優惠（Electronics 
Fiesta）以及 Mega Sale 特賣場都是由幹事會
主辦。幹事會也會代表學生在社會議題、學生
運動及學聯等範疇發言，可說是在四大架構中
曝光率最高的一柱。

簡稱編委，是科大學生會官方媒體。負
責報導科大校園新聞及學生會事務，也會有
時政、文藝等不同文章，於這本 O-Book 以及
學生報《振翅》《振翅之高飛報》出版。編
委不時採訪校內外要人，提供獨家專訪，尤
其對大學運作有深入的分析。編委也會較其
他渠道更快報導大學設施及政策變更細節，
故敬請留意其專頁。

由學會代表、學院代表、社學生會、官
守議員及普選評議員等所組成的一個議會，
是科大學生會的立法機關。由學會到學生會
週年大選都是在評議會及評議會轄下的不同
委員會中討論，由各界別的議員去商討。評
議會轄下設有五個常設委員會及祕書處，專
責處理不同範疇的事案，以輔助評議會大會。

學生會的司法機關。負責處理屬會糾紛、
闡釋學生會憲章及覆核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決定。
作為四大架構中把守司法公義的一環，仲裁
會都會仔細審視每項案件，以保公正。主理
案件的仲裁員全部都經過法律訓練，再經多
輪面試及確認沒有屬會背景方能成為仲裁員。
但由於仲裁會對其成員要求甚高，故人數較少，
也是學生會四大架構中最為神秘的一柱。

評議會  
Council

幹事會  
Executive Committee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官方網站：
http://eb.su.ust.hk/

Facebook 專頁： 
https://fb.me/hkusteb/

仲裁會  
Court

官方網站：
http://su.ust.hk/

官方網站：
https://hkustsucouncil.wordpress.com/

官方網站：
http://court.su.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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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介紹
AIESEC-LC-HKUST

AIESEC in HKUST, who are we? 

AIESEC is a global, independent, non-

political, not-for-profit youth-run organisation, 

aiming to cultivate leadership potential in 

youth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and creation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e our exchange participant, you can explore 

our volunteering and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all over 126+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namely Global Volunteer, Global Talent and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Be our member, you can connect with the 

local business community, local universities 

and co-create excellent experiences for our 

customers and yourself! 

AIESECers work hard, play hard and learn 

well! We are a miniature of a business 

corporation by with visionary student leaders. 

We strive to achieve what we envision: 

Peace and Fulf i lment of Humankind's 

Potential. 

We hope to see you with us together, walking 

towards this beautiful picture of what we 

hope to see — Activating Leadership since 

1948.

Accounting Students' Society
Accounting Students' Society, HKUSTSU was founded in 1992. It is one of the earliest founded and largest departmental societies i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bjectives of our Society are always our major concern:

(A) To encourage accounting studi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B)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and general welfare among members of the Society;(C) To secure complete organization and unity within the Society;(D) To foster a closer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taff, alumni and our fellow students;(E) To extend and strengthen our linkage with other clubs and societies in the sphere of academic,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It is our pleasure to serve the needs of our members and fellow accounting major students by organizing various func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promoting welfare to them. We would also like to introduce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to all business students.

Biochemistry Students’ Society各位 freshmen~ 你哋好呀！
我哋係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科技系學生會 ，簡稱 Biochem，更多人叫我哋

做 BICH ( 讀音 : 必處 ) ！恭喜大家成為科大人加入呢個大家庭，我哋都好開心識到呢班青春無敵、

可愛活潑嘅 Freshmen ！
啱啱升格做咗科大新鮮人，係咪見到好多英文好唔慣、好多嘢唔清楚又唔知呢？不過有我地

一班 BICH Exco，你仲驚咩呢！科大嘅大小事情都有我哋常伴你左右！唔知大家對大學係咪好多幻想呢，相信大家一定想有一個刺激、多姿多彩、畢生難忘嘅 U-life ！ 

咁 你 就 一 定 要 黐 住 我 哋 Biochem 啦！ 每 年 BICH 都 會 搞 好 多 function 例 如 : O camp、Party 

Night、Sports Functions，仲有 Career Talk、Outreach Day 等 20 幾個 Functions，一定滿足晒

你所有嘅慾望！嚟緊一年多多指教，希望見到你哋啦！

自我^

各學生會屬會來稿反應熱烈，編委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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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siness Students’ Union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會 商 學 院 學 生 會 (The 

Business Students' Union, HKUSTSU) 歡迎各

位加入商學院的大家庭，迎接人生的嶄新階段！

大學作為社會的縮影，既充滿機會亦佈滿荊棘。

作為商科生，各位要不斷嘗試才能享受未來

四年的大學生活，繼而駛向成功。如果你們

有任何學科或者生活上的費事，歡迎向本學

會幹事查詢，我們非常樂意幫助大家！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學園傳道會是一個國際性不分宗派的基督徒運動，致力在這世代協助完成主耶穌所頒佈的大使命，透過「得人」、「造就人」和「差遣人」去開展強調禱告和依靠聖靈的屬靈倍增運動。我們每星期會有恆常的祈禱會、傳福音行動和門徒小組。期待見到你！

Chemistry Students' Society

「化學」，是物質變成另一種物質的過程 ;「大

學」，是青澀脫變成人的過程，前者是萬物的

起源，後者是青蔥歲月的開始。成為化學系學

生會會員是通往大學精彩時光的一道門，擁有

著唯一的元素制，強調家庭的溫暖，這裡遇見

的人將會是四年的伙伴，甚至是一生的朋友。

而 Ocamp 就是這所門的鑰匙，未知的、美好的、

繽紛的未來等著您。

China Entrepreneur Network
The China Entrepreneur Network (CEN) is a university alliance comprised of twelve chapters in the US and China backed by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industry, academic and government professionals. HKUST chapter, the only chapter in Hong Kong, aims to convene, cultivate and support passionate youth in 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e hold inspiring talks, startup simulation game, startup internship session and so on to build the bridge to connect the students, scholars, and entrepreneurs. If you wish to gain a broader personal network, an entrepreneur mind, the vision of global tren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issues or a stage to show your innovation, please join us!

Christian Fellowship
科大團契是以神為首的科大基督徒學生組織。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本年度我們的異像是要透過禱告，重新把科大的基督徒凝聚起來，大家齊心尋求真正的力量來源，並且彼此守望以及裝備生命，將主耶穌基督的愛在校園傳揚，祝福校園每一角落。

聯絡：Victor 91572226 　　　逸丰 95781922

The University Choir

What We Do

We have regular rehearsals on every Tuesday 

nights led by our experienced conductors, 

Ms. Helen Lam and Dr. Isaac Droscha. 

Our members get chances to perform in 

fall performance, annual performance and 

music festival representing HKUST. We also 

have other functions, such as subcommittee 

program and farewell party.

What You Can Gain

You will get the chance to sing in front of a 

public audience, including your family and 

your friends! You can even represent HKUST 

in choral competitions! Don't worry if you are 

a newbie to music or choral singing! We will 

offer you a free music theory and vocal training 

course to help you equip essential skills useful 

for choral singing. HLTH1010 students could 

earn up to 14 course hours for Activities 

Module (Wellness & Personal Enrichment) by 

participating in our rehear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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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ket Club
The Cricket Club functions passionately for members to enjoy the beautiful 

game of cricket. Though it has not been a very popular sport in Hong Kong, 

cricket's local popularity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times; it is in fact the 

second-most watched sport in the world, behind association football. 
The club aims to attract students of all skill levels and help them learn more about the game and its 

culture with weekly training sessions, monthly competitive matches and team-building events. The 

club is fortunate to have access to the university's scenic ground and we intend to use it efficiently to 

nurture beginners and refine experienced players. To those who have not grown up with cricket, the game can seem very foreign and confusing, but 

after learning its rules and playing its games it will quickly grow on you. We hope that you will give 

cricket a try!

The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大家好！我地係 2018 至 2019 年度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學生會，簡稱

係 CSESS，亦即係大家口中成日聽到嘅「科大計科」/「科大 CS」/「CS Soc.」！我地係屬於

School Of Engineering(SENG) 嘅其中一個 Departmental Societies (Dept. Soc.)，亦都係最大最多

人玩嘅 Engineering Societies 之一 !
我地個 soc 嘅 3 個宗旨：
1. 向科大各成員推廣 Computer Science 呢科同相關活動
2. 加強 CSE 學生同 CSE Department 之間嘅連繫3. 3 凝聚一班 CS 學生，等大家互相認識！CS 係一個好溫暖嘅大家庭，我地嘅服務對象亦都唔止局限 COMP/DSCT Major 嘅學生，就算係

想入 CS 嘅 SENG Freshmen, CPEG 同學或者係其他對 CS 有興趣嘅你、你、你，我地都一樣無

任歡迎。希望黎緊可以喺 functions 見到你！

The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系學生會（CEESS, HKUSTSU）一直致力成為同學與學系之間的
溝通橋樑，宣傳本科以及為會員爭取包羅萬有的福利。本會亦舉辦各種學術及非學術活動，務
求滿足大家的需要。此外，會員的歸屬感亦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本會致力營造團結和諧的氛圍，
務求給大家一個溫暖大家庭。為了讓各位盡快了解及適應大學生活，我們將會舉辦一連串的迎
新活動包括迎新營等。期待於迎新營中與各位留下青春美好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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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Runner’s Club

Distance running is a challenging form of aerobic exercise which pushes our bodies to strive for 

excellent muscular endurance. The most standard long-distance track events include the 1500 

metre race, 5000 metre race, 10000 metre race, half-marathon and marathon. Many of these 

races take place on roads or large stretches of open land.

The Distance Runners' Club, HKUSTSU, is a group filled with keen and passionate long distance 

track athletes. The most prominent event among all is the HKUST Intramural Campus Run, which 

is co-organized by the Sports Associ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academic year. In November, 

10 males and females will b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USFHK Cross Country Race host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programme is yearlong with regular training sessions 

every Monday and Thursday evening, held alongside the Track and Field Team. 

Dragon Boat Club

甫進大學新環境，你會渴望挑戰嗎？夢想變強？尋找一群團結

熱血的兄弟姊妹？在龍舟上，目標從不止於金牌，一路追求的

是 無 止 境 的 進 步； 肌 力、 耐 力、 姿 勢、 協 調、 默 契， 一 切 都 成

就龍舟隊成功的關鍵。自問熱衷於挑戰自己的你，還在猶豫甚

麼？加入龍舟學會， 成為最強的一份子， 大海將會屬於你們！ 

Ready to take on new challenges? Hoping to grow stronger? Looking 

for enthusiastic new friends? In HKUST Dragon Boat Team, not only 

do we win medals, but we also pursue relentless improvement in 

muscular strength, patience, training postures, coordination, and 

team chemistry. Don't hesitate! Come join us! Warm like a family, 

strong like a dragon, join the HKUST Dragon Boat Team!

Film Society

Film society, HKUSTSU, founded in 1993, 

is one of the largest cultural student 

societies in HKUST. Film society aims to 

cultivate movie culture in the campus and 

to serve its enormous amount of member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the art 

of film. Currently, the society boasts over 

1300 members with 13 unique functions 

around a year. As movies are not only 

entertainment but also a fascinating form 

of visual art, the three regular functions 

of the society provide both the access to 

popular blockbusters and the exposure of 

in-depth masterpieces. Aside from the all-

year activities, film society also converges 

movie lovers in HKUST through its diverse 

featured functions. With a long-lasting 

history, film society continues to innovate to 

connect with the future.

Games Society

棋 舍， 或 稱 為 Games Society， 於

一九九二年成立。廿多年間 , 本會的文

化及宗旨至今不變 : 透過桌上遊戲、紙

牌遊戲和棋類，以棋會友，增進彼此的

友誼。 我們會定時舉行棋聚 , 希望讓會

員暫時抽離繁瑣的學習生活 , 在玩樂中

得到片刻的放鬆。棋舍內有二百多副桌

上和棋類遊戲 , 等待各位一一探索。

The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我哋係第二十七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電子 及 工 程 系 學 生 會 (ECESS)，ECESS 係由 ECE Department 嘅學生組成，主要服務返讀緊 ECE 嘅同學，喺一年嘅莊期入面將會舉行各式各樣嘅活動俾同學參與，務求各位同學可以透過我地接收到不同類型嘅資訊，喺學業同玩樂之間取得平衡。

087

Students' 
Uni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Union

歡迎各位 freshmen 加入人文社科的溫馨

大家庭！ HSSU 是本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學

院中唯一的學生團體，一直致力為會員服

務， 宣 揚 人 文 精 神。 如 果 各 位 freshmen

想深入了解人文社科，或者想認識其他新

生，那就趕緊來報名參加 HSSU Ocamp，

和我們一起度過一個難忘的暑假吧！

如 有 查 詢， 歡 迎 聯 絡 Ex-Co Mark (5546 

4445) 或 Shirley (5543 4859)。

Glacier, HoUSE III Students' Association

Glacier, HOUSE III Studen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94.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in 1994, UG Hall III was not only an 

accommodation, but also became a home for many.

Not only are we dedicated to serving members 

living in UG Hall III, we also aim to serve members 

who are not residents of the hall. Therefore,  a wide 

range of welfare and functions are offered to our 

members every year. 

In terms of welfare, we offer low priced snacks, as 

well as launch a wide range of low priced HOUSE 

products (for example; tshirts, memo pad, note 

pad) every year. 

We also organize a wide range of functions every 

yea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Homecoming night,  

Roasted Pig Gathering, and Glacier Week, in hope 

to add joy into our members short university life.

Greater China Vision
GCV focuses on two approaches in educating members about issues in the GCR,
To LEARN - raise awareness in social issues through forum and salon discussions. 
To EXPERIENCE - attending study trips and activities to see the outside world.
We have touched on serious topics focusing on social issues, but have also 

created "Shall We Talk" interview series that fosters bonding betwee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We are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h executive committe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 welcome participants from all backgrounds, so let us hear your voice!
If you want to find out more, please visit gcv.su.ust.hk or contact Vincent @ 

54636269(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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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Decision Analytics Students' Society
年輕人，係咩驅使你大熱天時咁辛苦 都 仲 去 玩 Ocamp 呀？ 係 熱 血 好玩呀？定係想識人脫毒呀？ 最好梗係 why not both 啦！ 咁就唔好錯過IE 嘅 Ocamp 啦。除咗有刺激緊張又好 玩 嘅 Game Section， 又 有 熱 血 嘅Campfire，當然唔少得 warm 爆嘅組爸媽同你玩房 Game，chur 足 3 日之餘仲深入了解埋啲 O mate 啦！

歡迎有興趣嘅同學喺嚟緊 4 年加入IE 大家庭！仲諗？快啲去揾我地嘅EXCO 報名啦！

The Marketing Students’ Society

嚟緊 8 月 16 至 18 號就係我地市場學系學生會（MKSS）

嘅 O'Camp ！我地除咗有水戰同 party night 比大家睇

樂隊表演，今年更以大富翁做主題，係科大唔同角

落邊玩遊戲邊了解校園。我地一直都以 warm 為賣點，

每組至少有一個組爸媽照顧住一個新生，遲啲想搵

人請教下校園生活甚至學業上嘅困難都冇問題啦。

People's Campus Radio
People's Campus Radio, HKUSTSU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which serves the HKUST community by providing high quality broadcasting service via Internet with the aim of to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mong the Members of HKUST community. 

The objectives of the campus radio shall be to develop an open discussion culture of social and campus affairs and to provide HKUST community-oriented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services.
Join us and participate in our ocamp an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Learn more at http://radio.su.ust.hk

Risk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Students’ 

Association

嗨！我哋係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系

學生會 (RMBISA)。如果你對於科大揀

科、住宿、食嘢、搭車一頭霧水，需

要指路明燈，咁就要報我哋嘅 O' camp 

喇！認識新朋友之餘，你會由組爸媽

口中聽到形形色色嘅科大小秘訣，仲

會穿越時空，尋根究底，解構一個驚

天大秘密！等 RMBISA 陪你一齊遨遊

科大啦！

Nature Club

入嚟想識新 friends? Nature Ocamp 絕對係你嘅選擇！我哋有齊各學系嘅同學參加，係兩日兩夜入面，

有最 Warm 最 Charm 嘅 exco 同組爸媽同你玩盡各樣精彩嘅活動，仲有得去沙灘玩水 game! 同時亦

歡迎你加入我地嘅 Nature 大家庭，享受唔同嘅戶外活動。鍾意 Nature 嘅你就快黎報名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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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Social Service Society

社會服務團的名字由四個 S 開頭的英

文字組成，所以又名四蛇，我們旨在

竭盡所能服務社會上的不幸人士、喚

醒科大師生對社會的關注、推廣社會

服務的重要性。我們會定期舉辦活動

以及讓新會員親自籌辦義工活動，令

會員關懷社會、放眼世界。如果想認

識最 Warm 組爸媽及其他學系的新朋

友就快來報名參加迎新營！我們期待

你的加入！

Students’ Karate Club

Karate, a weaponless martial art, means of 

self-defense. It consists of dynamic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techniques using all parts of 

the body to their maximal potential.

The Students' Karate Club, HKUSTSU 

was founded in 1992. It is one of the dojo 

branches of the Karate-Do Goshin-Ka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Karate-do Goju-kai Association 

as well as the Hong Kong Amateur Karatedo 

Association. Our club aims at promoting 

karate as a martial art through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ing. In order to foster our 

members' fortitude, we have regular practice 

throughout the year.

Students’ Football Club
各位 freshmen 你地好，
7 月份岩岩踢完世界杯，唔知大家對足球的知識有冇多左呢 ? 你地有冇問過咩係越位 ? 但有時

問完都係唔明，咁就要親身體驗下。我地深信大家入左足球學會，會更了解足球上的知識，而

且會搵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足球學會仲有一連串活動比咁多位參加。想知有咩活動，就快 d 加

入足球學會，或者去足球學會 counter 問下啦 !Hi freshmen,

Have you gained more knowledge about football after watching the World Cup in July?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offside” actually means? Even if someone explained it to you before, it 

happens that you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hat is why you need to experience it 

yourself! We believe that once you join our football club you will not only know more about football 

but also meet new friends. We also have a variarion of fun activities for you to participate.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activities, join our membership or visit our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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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hoo Club
Yo-hoo Club 遊蹤社係科大舉辦最多刺激戶外活動嘅學會。我地活動嘅賣點係 wild 同 challenging , 包括有行山露營 ,行石澗 , 攀岩 , 單車仲有獨木舟。希望大家透過我地 D 活動突破自己嘅極限 ! 嘗試刺激嘅戶外活動，並享受一下親近大自然嘅樂趣。無論天氣有幾咁惡劣 , 世界絕情又刻薄 , 我地 Yo-hoo 照樣無懼 ,繼續前進嘅腳步 ! :) 快啲加入我地 , 挑戰下自己啦 !!

Rotaract Club of HKUST

Rotaract Club of HKUST is a joint university-based 

volunteering society, aiming to provide support to the 

needy in the community and enrich our members with 

different experiences. There are four avenues around 

which we organize activities. Community Service 

focuses on local voluntary work while International 

Service holds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ips outside Hong 

Kong twice a year (Cambodia and Sri Lanka this yea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ims to equip members 

with career-oriented skills. Club Service organizes 

activities for participant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One of them is Orientation Camp. This year, we use 

Mario Kart as our theme, encouraging freshmen to 

enjoy the adventure and challenge various checkpoint 

games and campfire dancing session with their new 

friends. In overall, we hope to enhanc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freshmen and strengthen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to HKUST. If you like to have a cosy 2 day-1 

night o-camp, don't hesitate to join us! 

The Undergraduate House one Students’ Association
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科大社一」，那麼我只能用——「家」。

科大社一，貴為科大中最早成立的學生會以及宿生會之一，擁有著最久遠的歷史背景以及龐大的會員深度。就如一個傳統的大家庭，勞勞碌碌作結一天之後，回到舍堂，總會被身被黑衣的伙伴用熱情和温暖包圍，就算身處漫漫長夜，亦從未覺得孤單。在這裡，你會找到一段又一段的友情。
社一，是描述感情的形容詞。

Track and Field Club

The Track and Field Club aims to gather running, 

jumping and throwing enthusiasts to learn and grow 

together at the HKUST Athletics Track every week. 

During training, members can improve their fitness 

level and make friends who share the same passion. 

Both experienced and amateur track and field lovers 

are welcome.

In addition, joining the Track and Field Club and 

attending our training sessions is the only way to be 

eligible for the HKUST Track and Field Team selection. 

If selected as a team member, you can represent 

HKUST in Inter-varsity competitions like USFHK 

Athletics and UM-Cup, in which you can compete with 

elite athlete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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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amp
t i m e t a b l e  &  n o t e s

新 生 們 在 Welcome Fair 中 勢 必 被 眾 學 會 幹 事 們 踴 躍
的宣傳所嚇到了，或者也不甚理解何謂 O'Camp、應
該報甚麼 O'Camp 之類，甚至生怕撞期而不敢報其他
O'Camp。本文將協助新生們釐清一些 O'Camp 的要點，
讓同學們在一生人一次的迎新中有個美好回憶。

科 大 的O'Camp 主 要 由 六 種 不 同 類 別 的 學 生 會 屬 會 （ 或 學 生 組 織 ）舉 辦 ，詳 列 如 下 ：

種類與時段

AUG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21 22

ACC 文化聯會
ICA 學社聯會

e.g. Film Soc
       UChoir

e.g. Nature Club
       Yo-hoo Club

HSSU 人文社科學生會

SA 體育聯會 e.g. Karate
       Wing Chun

IPO 跨學科課程系會

SSCI 理學院系會 e.g. BCSS 
       CHEM

e.g. EVSS 
       RMBI

SENG 工學院系會 e.g. CSE 
       IEDA

ESU 工學院學生會

SBM 商學院系會

各屬會按照上述的 O'Camp 時間表於其組別時段內舉行 O'Camp，大部分同學因而能確保每個
範疇的學會所舉辦的 O'Camp 都至少能參與一個而不會撞時間。例如一工學院新生，可按自己需要
選擇興趣類學會（ACC、ICA、SA）、系會（SENG）及學院學生會（ESU）的 O'Camp 而不重疊時間。

來到大學，遇上新的環境，必然要認識新面孔，玩 O'Camp 最重要是認識更多的人，跳出自己
的 Comfort Zone。同學不需要因朋友參加了某 O'Camp 或認識某學會幹事而報名，按自己興趣、
能力選擇即可。如認為自己較不善與人溝通，便可以只參加一兩個 O'Camp；反之，如果想在新學
年能先認識大學中的同窗，或是希望自己能改變、打開那道對人緊鎖的大門，便可考慮參加更多
O'Camp。

選擇與多寡

17

SBM 商學院系會 e.g. ACCT 
       ISOM

BSU 商學院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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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1 12 13

（廣告）

IPO 跨學科課程系會

SENG 工學院系會

工學院系會
Department Societies (School of Engineering)

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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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聯會
Independent Clubs

ICA

AUG 11 12 13

IPO 跨學科課程系會

SENG 工學院系會

跨學科課程系會
Department Societies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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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3

ACC 藝術文化聯會
ICA 學社聯會
SA 體育聯會

學社聯會
Independent Clubs

ICA

14 15

藝術文化聯會
Art and Cultural Clubs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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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聯會
Sports Association

SA

AUG 13

ACC 藝術文化聯會
ICA 學社聯會
SA 體育聯會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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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6

SBM 商學院系會

1817

商學院系會
Department Societies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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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8

BSU 商學院學生會
SSCI 理學院系會

理學院系會
Department Societies (School of Science)

商學院學生會
The Business Students' Union BSU

HSSU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

19 20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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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 21 22

ESU 工學院學生會

工學院學生會
The Engineering Students' Union

ESU人文社科學生會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Union

HSSU

社學生會
House Associations

HOUSE

＊ 眾城（Unify, Connection Team of UG Hall VI,  
Student Community, HKUST）並非科大學生會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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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幹事招募
Sub-Committee Recruitment

編輯委員會

of the Editorial Board

SubCom召來~~

圖片來源：
588ku.com
www.cnread.news

編輯委員會將於九月招募附屬幹事，如果想親身體驗製作學生報之過程，
萬勿錯失良機。

附屬幹事將擔當執行編輯或設計師，自主出版一期《振翅》，向科大
人分享所想所感。附屬幹事計劃歡迎所有學生會會員參與，本科生、研究
生皆一律歡迎，國籍、語文能力及編輯／排版經驗不拘。詳情稍後將透過
本會 Facebook 專頁等途徑發布。如有疑問，可致函 su_eb@ust.hk。

The Editorial Board is going to recruit sub-committees in around September. 
Don't miss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book making.

We will be recruiting editors and designers for our sub-committee, to share 
your opinions on almost every topic possible in our sub-committee-only issue of 
Wings. All HKUST students are welcomed regardless of your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experience with editorial work. Details will be published via mediums like the 
official Facebook page.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su_eb@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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