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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学习或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可随时联络本处，我们将非常
乐意随时为你们提供所需要的协助。

学生事务处来港及交流学生事务组
地址：教学行政大楼（M座）6楼 610室
电话：(852) 3963 5506 电邮： sao@hsmc.edu.hk

,
欢迎你们加入恒生管理学院（恒管），
成为恒管大家庭的一份子，迈进学业生
涯的另一新阶段。 相信你们对这个新的
身份， 以及伴随而来的机遇及挑战一定
充满兴奋及喜悦。 作为同行者，我们亦
热切期待你们加入这校园。

来香港展开新的学习生涯是一件令人兴
奋的事，然而在面对新的生活前也要做
好心理准备，迎接不同语言、文化及生
活习惯等各方面所带来的挑战。

为帮助你们更快地熟悉本地生活和融入
校园的学习环境，我们特意制作了《来
港学生开学指南》，希望能协助你装备
自己，发挥所长，丰富校园生活。

学生事务处

亲爱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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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恒管

整体师生比例

1:21
2016 -17 年度

１７个
本科生课程

5个
硕士课程

采用

“博雅+专业”

教育模式

5个学院
商学院
传播学院

决策科学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翻译学院

＞９０％
毕业后4个月内
就业及升学率

独特

住宿式书院

提供1,200个宿位

每年提供

＞1,000个
本地及世界各地工作

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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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日期

日期 活动

2018年8月中旬 电邮通知启动学校电邮及內联网(eCampus)账号

2018年8月29日 内联网(eCampus)公布第一学期时间表；
入读二或三年级的新生需于2018年8月7至8日完成选
科(Module Registration)，详情将通过学院电邮通知
同学。

2018年8月30日 入住宿舍(详情将通过学院电邮通知同学)

2018年8月31日 新生注册日（上午）
• 完成新生注册程序，填妥个人资料、情绪自评量表

(DASS)及全人发展量表(WPDI)和拍摄学生证
• 查核高考成绩单及其他相关学历

(请带备高考成绩单及其他相关学历的正副本)

來港生迎新日（下午）

2018年9月1日 2018/19学年第一学期开始

2018年9月6日 2018/19学年新生开学礼
所有入读一年级、二年级及三年级的新生必须出席开
学礼，详情将通过电邮向同学公布。

2018年12月1日 第一学期结束授课

2018年12月8至22日 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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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务
学生签证
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入境处）的规定，来
自中国的学生必须通过学院办理香港特区学
生进入许可，方可注册入学。

在录取同学后，本学院会向同学发出录取通
知书，并会协助同学办理学生签证。本学院
在收到新生提交的申请签证文件后会尽快处
理，并把申请尽快送交入境处。 同学必须确
定提交的文件和资料正确，以协助入境处审
批申请并于开学前发出签证。入境处估计的
审批时间约为6至8星期。

重要事项: 

• 谨记是申请“逗留”签注而不是“旅
游”签注。

• 在抵达香港后，请于办理入境手续时
向入境处人员出示赴港签注及《往来
港澳通行证》，证明是以学生身份来
港。

若申请获得批准，本学院会把由入境处签发
的进入许可标签，再转交该同学。同学须立
即凭标签向其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部门申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相关赴
港签注。学生应把进入许可标签贴于具有相
关赴港签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空白签注
页上，并须在抵港时向入境处人员出示。
倘若学生持有具相关赴港签注的《往来港澳
通行证》为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则须
于办理入境手续时一并出示其获发的进入许
可标签。

凡在申请香港签证时尚未满18周岁的学生，
必须填写家长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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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身分证
根据人事登记条列，凡获准在香港逗留超过
180天的内地生，均须在抵港后的30天，到
入境事务处申请香港身分证。首次申请是免
费的。

申请方法及详情可浏览以下网址：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
n/idcard/hkic/bookregidcard.htm

重要事项:

身份证是在港有效证明文件，请随身携带。
香港身份证并不能代替通行证，每次出入境
时通行证和身份证都要带上，切记。

如遗失了贴有就读签证的【往来港澳通行证】

1. 到警务处挂失。
2. 到教务处申请在恒管就读的证明文件。
3. 需带同香港身份证、由警务处发出的遗失
证明及在恒管就读的证明文件到入境处
「优秀人才及内地居民组」办理手续。

4. 在身份核实后，入境处会发出证明文件及
签注转移标签。

5. 带同入境处发出的文件及标签到香港中
国旅行社办理补发《往来港澳通行证》及
相关出境签注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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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工作
根据 《入境规例》，修读全日制本地或非本
地学士学位或以上程度课程的非本地学生，
只要修业期不少于一个学年，便可从事实习
工作，但须符合以下条件：

• 实习工作必须与学科/课程有关，而且须
经学生就读的院校安排或批准；及

• 实习工作为期最长一个学年，或有关全
日制学术课程正常修业期的三分之一时
间，两者之中以较短者为准。

以上所述的实习工作，在工作性质、薪酬水
平、工作地点、工作时数和雇主方面，均不
设限制。

在港工作
校园兼职及暑期工作
修读修业期不少于一个学年的全日制经本地
评审的本地学士学位或以上程度课程的非本
地学生（不包括交换生）可于其有效获准逗
留期限内：

• 在有关学年的整段期间于校园担任兼职
工作，每星期不超过20小时；及

• 在暑假期间接受聘用，工作时数和地点
没有限制。

重要事项：

合资格学生于学生签证进入许可申请批准时，
将获发《 不反对通知书》，当中列明学生
可从事的工作类别及条件，请加以保存，避
免遗失、损坏或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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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学院要求所有來港学生必须购买适合并足够
的保险，保险的保障范围应包括：旅游、个
人意外、医疗（意外及非意外）、住院和紧
急撤离或遣送回国，而保险有效日期必须涵
盖学生來港及在恒管整个就读期间。

在香港就读期间，购买有效及足够的保险乃
学生本身的责任。 未雨绸缪，请同学为自身
安全和利益着想，及时购买适当的保险，以
减低风险。没有为自己购买保险的学生，责
任自负，恒管不承担相关后果及其可能引发
的任何类型的损失和经济开支。

住宿
内地本科生于入读首年获保证自费宿位，毋
需额外申请。学生事务处将通过电邮通知同
学关于宿舍的详细安排。

宿舍所有房间是以共住形式分配，每个房间
设有空调。 同房学生须共享浴室及洗手间。
宿舍里的交谊室备有家具、电视机一台、冰
箱一台，供宿生使用。 住宿书院亦设有洗衣
设备、自修室及小食部供应食物。

新生注冊
同学需于录取信上列明的截止日期前确认接
受录取，并在学费单上显示的限期前缴付留
位费及第一学期学费余额，才获邀到校办理
新生注册手续。

内地新生注册将于2018年8月31日举行，学
院会以电邮通知新生确实报到时间与地点，
同学必须亲身到校完成所有注册程序。其中
一项重要的注册程序是为学生证拍摄学生照。

同学在注册当天需要带备高考成绩单及其他
相关学历的正副本以作查证，若同学未能出
示以上材料，或资料与入学申请系统所上载
存有差异，恒管将会取消同学的入学资格。

除非同学提前通知学院，若同学未能于2018
年8月31日出席新生注册日，将被当作放弃
恒管学位，已缴付的所有费用将不获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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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奖学金
一年级新生
恒管特设四年全额及半额入学奖学金予高考
成绩优异，并获恒管录取之内地高考生。奖
学金人选由校方从申请人中挑选，学生毋须
另行申请。

内地高考生若达到以上门槛，将有机会获颁
相关奖学金，择优颁发。获奖学生必须于每
学年末考试的累计平均积点达到 3.3 或以上，
奖学金将自动延续生效。而在读期间表现优
异之内地学生亦可获得其他奖学金。

二或三年级新生
恒管于2018/19学年为入读二年级及三年级
新生提供以下的奖学金计划：

奖学金 门槛

全额入学奖学金 实际高考成绩高于一本线七十分

半额入学奖学金 实际高考成绩高于一本线五十分

奖学金

要求 学生修毕在本港认可机构所开
办的副学士/高级文凭课程，毕
业平均积点最低达3.6（按最高
4.0积分点的比例）；或

学生在本港认可机构所开办的
学士学位课程就读，在一/二年
级的累计平均积点最低达3.5。

金额 港币二万元（名额有限）

学生事务处将于2018年9月通知获奖同学领
取奖学金之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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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前往恒管

地址:
恒生管理学院
香港新界沙田
小沥源行善里

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
机场巴士：在机场巴士总站乘搭A41号巴士，
在沙田市中心总站或愉翠苑巴士总站下车，
再乘搭出租车到恒管。

出租车：你可直接乘搭出租车到恒管。

从罗湖、落马洲或红磡港铁站
出发
港铁：乘搭东铁线于沙田站下车，再乘搭出
租车到恒管。

交通工具 费用(港币) 时间(分钟)

港铁（从落马洲站出发）
（从罗湖站出发）
（从红磡站出发）

33
33
6.5

30
30
15

出租车 50 15

交通工具 费用(港币) 时间(分钟)

机场巴士 22.3 65

出租车（从沙田市中心出发）
出租车（从愉翠苑出发）

50
25

15
5

交通工具 费用(港币) 时间(分钟)

出租车（从机场出发） 340 40

出租车：你可直接乘搭出租车到恒管。
交通工具 费用(港币) 时间(分钟)

出租车（从落马洲站出发）
（从罗湖站出发）
（从红磡站出发）

200
200
150

30
30
25

1. 出租车将收取行李附加费，每件港币6元正，如使用
隧道及高架桥则额外收费。

2. 机场巴士不设找续，请自备足够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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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管的教學



恒管把优质教学和学生个人全方位发展定为
最优先目标。 学院采用独特的「博雅+专业」
教育模式，并配合「iGPS期望的毕业生特质」
框架，包括：
(i) 智能/思考能力、
(G) 共通技能、
(P) 个人发展和
(S) 投入社群。
恒管深信此教育模式之蜕变力量，有助充分
发挥个人潜能。

「博雅」是指以广泛及跨学科的方式连接不
同的知识领域、思考和解决问题。 学院认
为，本科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知
识以及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工作前景，亦是为
了培养学生的个人价值观、志趣和可转移的
核心能力，让他们作好装备，成为全面和负
责任的人，能够自信地处理未来工作和生活
中的挑战， 并对改善社会有所承担。

「专业」是指虽然恒管的教育模式是广泛及
跨学科，鉴于大多数香港的大学毕业生都在
获得学士学位后寻找全职工作，因此很多恒
管的学位课程都是专业导向，旨在装备学生，
让他们具备特定专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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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课程结构
恒管所有学士学位课程为四年制，2014/15年
度起录取的全部学生均会按新本科生课程结
构就读。

新本科生课程结构分为三部分：主修科目、
共通核心科目及选修科目。由于不同主修课
程本质有别，各课程需要修读的单元总数会
有所差异。

除主修科目外，学生必须修读共通核心科目
下最少15个单元，包括通识教育、语文、计
量方法及资讯科技。新结构旨在提高学生基
础核心能力，拓宽其学术视野。部分主修课
程学生可选修「副修」课程。

学习范围 科目数量（学分） 占课程的百分比

A. 主修科目
包括最少两个共通商管科目

19 (57) – 25 (75) 47.5% - 62.5%

B.      共通核心科目 15 (45) - 16 (48) 37.5% - 40%

(i) 通识教育 7 (21) 17.5%

(ii)      语文
- 英文
- 中文

3 (9)
3 (9)

15%

(iii)     计量方法及资讯科技 2 (6) – 3 (9) 5% -7.5%

C.      选修科目 0 (0) – 6 (18) 0% -15%

总数 最少 40(120) 100%

節錄自恒管概覽(2017年8月)

P.15



选科
一年级新生
学院会为本科新生预先安排时间表，同学亦
可以在2018年9月3-14日「选科或退科期间
(add/drop period)」申请改选科目。详情将通
过电邮公布。

二或三年级新生
入读二或三年级的新生可于2018年8月7-8日
选科，详情将通过电邮公布。

如果同学没有于指定时间完成选科，课程老
师将先为同学安排时间表。其后同学可以在
2018 年 9 月 3-14 日 「选科 或 退 科 期 间
(add/drop period)」进行科目改选。详情将通
过学院电邮通知同学。

科目豁免
（适用于二/三年级新生）
入读二或三年级的新生无需申请科目豁免。
课程老师将根据同学曾经修读的学科去调整
同学的学习计划(Study Plan)，同学可在完成
入学手续后登入学院的学生资料管理系统
(Student Information System, SIS)查看。

课程 电邮地址

应用及人本计算学 computing@hsmc.edu.hk

中文 chn@hsmc.edu.hk

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 cmct@hsmc.edu.hk

文化及创意产业 bacci@hsmc.edu.hk

英国语文 eng@hsmc.edu.hk

工商管理 bba@hsmc.edu.hk

主修: 会计学 acct@hsmc.edu.hk

主修: 银行及金融学 eaf@hsmc.edu.hk

主修: 市场学 mkt@hsmc.edu.hk

企业管治工商管理 cg@hsmc.edu.hk

金融分析工商管理 fa@hsmc.edu.hk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 mgt@hsmc.edu.hk

管理学工商管理 mgt@hsmc.edu.hk

供应链管理工商管理 scm@hsmc.edu.hk

新闻及传播 bjc@hsmc.edu.hk

管理科学与资讯管理 msim@hsmc.edu.hk

精算及保险 ain@hsmc.edu.hk

数据科学及商业智能学 dsbi@hsmc.edu.hk

亚洲研究 ssc@hsmc.edu.hk

商务翻译 btb@hsmc.edu.hk

各课程的电邮地址：

如同学有任何关于课程或学习计划(Study 
Plan)的问题，可以通过电邮直接与课程老师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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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修课程计划
由2018/19学年起，所有本科生均可以选择副
修课程，下列为可选的副修范围(更新至2018
年6月)。详情可以在教务处网站
(https://registry.hsmc.edu.hk/hk/)
使用学生账号登入浏览。

商学院

工商管理 金融及银行

会计学 金融分析

企业管治 管理学

市场学

传播学院

企业传讯 传播科技

决策科学学院

电子商务 统计分析

供应链管理 计算机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中文 亚洲研究

翻译学院

翻译

第一期学费退款手续
如同学在2018/19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前（即
2018年8月31日前）申请退学，恒管将退回
同学缴付的第一期学费余额（留位费港币
30,000元将不予退还）。同学需于网上入学
申请系统
(https://registration.hsmc.edu.hk/oap/?ui_lan
g=zh_tw) 提交退款申请，并上传有关证明文
件 。 同 学 亦 请 以 电 邮 通 知 教 务 处
(ugadmission@hsmc.edu.hk) 申请退学的决
定。

查询
如对选科信息任何疑问，可用以下方法联系
教务处

电话： (852) 3963 5555
电邮： registry@hsmc.edu.hk
地点： N座教学行政大楼 1楼 N101室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  早上9时正至下午5

时45分。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
假期: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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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教务处是恒管其中一个重要的部门，当你完
成入学注册后，将会正式开展在恒管的学习
旅程：由领取学生证、选科并制定个人上课
时间表、上课及应考、接收评核结果及学业
成绩报告、申请证明文件，达到所有毕业要
求，于毕业典礼上获颁毕业证书，教务处
都会尽力协助你。

教学支持

学习设施
恒管设有不同的学习设施，并提供各类资
源及学习空间，支援学生协作学习。

图书馆

恒管图书馆提倡学习共享模式，整合图书
馆服务、科技以及室内设计，为学生营造
舒适的学习环境，以提升课堂外学习的效
率和素质。 除借阅图书外，馆内更设有个
人研习室、小组讨论室、数位学习室等，
方便同学作学习及自修。

地点：何善衡教学大楼(A座) G楼至2楼
电话：3963 5310
电邮：library@hsm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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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咨询
在入学时，学系/课程会为每一位新生配对
一位学业导师/个人导师，协助同学解决学
业及校园生活上的问题，支持学生在校发
展。导师会就选修、适应、学习模式、校
园生活等，提供宝贵意见予学生参考。

地点：N座教学行政大楼 1楼 N101室
电话：3963 5555
电邮：registry@hsmc.edu.hk



中文研习中心
中文研习中心提供各类能激发研习兴趣的
资源与设备，同时也定期举办中文讲座、
工作坊及文化活动等，协助同学达致独立
自主学习的目标。
此外，中心配合本院的中国语文基础课程，
提供个人及小组辅导，由指导老师执勤，
随时为有需要同学提供适度的学习建议。

地点：何善衡教学大楼(A座) 2楼图书馆
电话：3963 5570
电邮：iclc@hsmc.edu.hk / peac@hsmc.edu.hk

一年级生学习中心
为提供优质的学习支持及体验予一年级生，
教与学促进中心于2016/17学年成立「一年
级生学习中心」，为选读特定一年级学科
(如计算机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的同学提
供导修服务。

中心每周为特定学科提供一节两小时的导
修，以面授模式进行，由本校高年级生在
服务台提供指导，无须收费。所有修读特
定学科的学生均可参加。

地点：何善衡教学大楼(A座) 3楼309室
电话：3963 5073/3963 5011
电邮：ctl@hsmc.edu.hk

英语研习中心
英语研习中心拥有完善的教学设备，为学
生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及工作坊，中心教
师亦定期举办研习班以及活动，当中包括
实用英语、英国语文及文学、和文化等一
系列专题，为学生提供学习英语的机会，
并促进他们的文化意识。

地点：何善衡教学大楼(A座) 2楼图书馆
电话：3963 5028
电邮：elc@hsm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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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管理学院是香港首间自资高等院校采用
住宿书院制度，恒生管理学院赛马会住宿书
院(住宿书院)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赠
港币二亿元兴建，并于2015年9月落成入伙。
住宿书院是恒管校园的一部分，从主校园步
行约5分钟便可到达。

为了让学生体验全面的校园生活，尽快适应
香港社会，并学习合群之道，校方会安排在
入学后首年入住住宿书院。 惟鉴于宿位有限，
并为了维持本地及非本地宿生的合理比例，
学院只能保证非本地生在入学第一年入住学
生宿舍。 宿生能否再次入住宿舍，要视乎他
们之前住宿期间的成就、贡献、参加书院活
动及宿舍生活表现而定。

住宿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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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发展及多彩活动

住宿书院的生活是恒管发展全人教育
的重要部分，独特的住宿书院制度为
学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居住空间和学
习环境，从学术研习到社交人际，均
是学生为自我发展的良好管道，更能
有效地培养出自我责任感和自律性。

座落于住宿书院平台的三座建筑物，
拆分为四个坐拥独特主题的书院。 各
座书院均由院长、副院长、导师们所
组成的管理团队带领，其中包括本学
院高级教学人员和职员，致力为宿生
提供适切关怀指导，调节并熟习宿舍
生活，陪伴宿生成长。

住宿书院定期都会举办联宿活动或按
照主题策划相关课余节目如文化交流、
运动体验、社会服务、耕种试验等各
种有益身心的社交参与，而且部份活
动的参与者并不仅仅限于宿生，而是
全恒管学生，都享有「参与、支持、
互动」的机会。大家别错过迎新日和
高桌晚宴等活动。



康活书院

博文书院

博文书院提倡多元文化，旨在丰富学生的
宿舍体验，培育他们成为富全球视野，且
独当一面，并拥有抱负的未来领袖。借着
与本地及外地学生一同生活并进行交流，
从而提升学生的责任感，培育其优良品格，
使他们学会欣赏和尊重多样性和文化差异。

博文学院的宿生透过参与不同活动，如烧
烤、远足及印度海娜手绘指工作坊等，与
同侪建立深厚友谊，更与来港生一起庆祝
农历新年等节日，举办盆菜宴，以介绍本
地文化。

康活书院的主题是健康生活。透过各种运动
和精神健康课程，让宿生更注重强健身体、
精神和心灵健康，积极活出均衡生活。在忙
碌的课业中，学生可以参加书院定期举行的
瑜伽工作坊和咏春班。书院亦不时举办有关
健康生活及强身健体的工作坊，帮助学生明
白运动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了解健康人生的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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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书院介绍



乐群书院

绿延书院

乐群书院以志愿服务为主题。 透过举办
志愿服务强化学生社会责任，培育他们成
为学德俱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反思本
地及全球关注的议题。

乐群书院的宿生不只着眼个人利益，而多
思考社会利益。宿生参与养老院及义教志
愿服务、接触有需要人士，反思个人价值
观念，并且身体力行，惠及社会。乐群书
院义工志愿队的学生领袖亦从志愿服务中，
建立更好的沟通技巧和领导才能。

绿延书院展望成为21世纪可持续发展社群，
使永续发展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宿生在书
院中学习可持续生活及其与大自然的互动
关系。

书院透过参观有机农场和香草烹饪体验等
活动，让宿生欣赏龙源村和荔枝窝等令人
叹为观止的景色，也令宿生反思个人利益
对全球环境问题的道德责任，并作出长远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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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书院的管理
住宿书院是来港学生在香港的家，它不仅
有家一般的舒适，更有许多人关心，使宿
生感受到像家一般温暖。

书院院长、副院长
每座书院均设一位院长及一位副院长，分
别为恒管在职教师或行政人员，同为各自
书院的团队领导者，并居住于各座书院顶
层。主要职责是带领管理团队为宿生营造
一个舒适的住宿环境，提供各项协助，以
及推动和筹划活动，提升宿生对书院的归
属感。

导师

为恒管老师或行政人员所担任，并居住于
一个固定书院，主要职责是协助书院院长
及副院长管理楼层秩序并解答宿生疑惑。

宿生会
是一个隶属于学生会的学生组织，主要负
责为各自宿舍举办各种组织活动，如迎新
日及节日庆祝等，凝聚宿生团结一致，共
享住宿生活。

住宿书院事务组
主要负责管理住宿书院内的所有事宜，包
括住宿审批及编配、财务及预算制定、管
理及营运等等。与此同时，住宿书院事务
组亦与各书院管理团队及宿生会一直紧密
合作，务求为同学建立出一个舒适及具启
发性的学习及住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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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书院生活
设施及服务
住宿书院分设男生层和女生层，房型均为
二人房，三人房，四人房三类，并在每个
房间内各具一个独立洗手间和浴室。宿舍
可讓宿生有选择宿友的自由和弹性，从而
有助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

住宿书院内外设施齐全，除了自助式收费
的洗衣机和干衣机设备，每层设置交谊室
提供冰箱、电子炉具(不可明火煮食)、微波
炉、厨具、电视，供宿生作简单烹饪以及
聚会休闲的用途；平台更设有多用途活动
室、礼堂以供宿生租借举办活动之用。

学习环境
住宿书院为宿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各个房间内均配有书桌、椅子、书架、台
灯、 Wifi等等基本设备；而书院区内更设
有自习室，其中备有打印机及复印机。每
逢考试期间，自习室的服务时间更会延长
至24小时，方便宿生自行调节学习时间。

安全管理
住宿书院设有严谨的保安及管理系统，保
障宿生个人安全与利益。除了在每座书院
大堂备设24小时保安值班服务，事务组内
亦设有保安室监控，透过全天候电子监控
系统监录书院内的情况，其中也包括天台
和电梯。另外，书院内绝大部份的门锁都
是使用「刷卡开关」的操作方法，其中包
括书院大堂入口及每间宿生房间，宿生必
须凭借个人学生证以确认身份方能进入，
而书院亦规定了访客必须进行登记，其入
访时间为每天早上八时至晚上十一时。为
了确保书院内的环境安全，书院亦禁止同
学在相关范围内吸烟，并会定期举办防火
演习以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为配合学院的教育目标，学生事务处致力
通过全面性的联课活动及住宿书院的生活
体验，给予同学一个充满挑战的学习环境，
提供全面的学习支持。最终的目标是希望
能促进同学的成就及协助同学装备自己，
贡献社会。

学生事务处

事业策划及发展
• 实习机会、全职/兼职及校园工作
• 为恒管学生而设的网上招聘平台
• 招聘展览、就业培训及行业信息
• 职业导师计划 及职业跳跃俱乐部

来港及交流学生事务
• 学生交流计划
• 「老友记」接待来港学生计划
• 文化共融活动
• 短期文化学习之旅

个人成长辅导
• 辅导服务
• 心理评估服务(由临床心理学家主理)
• 心理健康及个人成长工作坊

体育部
• 管理体育设施
• 体育训练课程
• 学院校队
• 运动工作坊及健体课程

学生资助及资源
• 奖学金和奖项（学术及非学术领域）
• 经济资助及紧急援助
• 学生保险

住宿书院事务
• 住宿申请、审批、安排
• 住宿书院生活计划
• 处理宿生个案
• 住宿书院及元舍堂的日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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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及校园生活
• 推动学生发展计划
• 加强学生拓展校园生活
• 组织及支持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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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

恒生管理学院学生会 -评议会

恒生管理学院学生会

编辑委员会

学系系会

精算及保险学系系会 英国语文学系系会

应用及人本计算学学系系会 新闻及传播学系系会

亚洲研究学系系会 管理学系系会

工商管理学系系会 管理科学与资讯管理学系系会

中文学系系会 供应链管理学系系会

企业管治学系系会 商务翻译学系系会

数据科学及商业智能学系系会

宿生会

赛马会博文书院宿生会干事会 赛马会乐群书院宿生会干事会

赛马会康活书院宿生会干事会 赛马会绿延书院宿生会干事会

俱乐部及社团

会计学会 戏剧学会

艺术学会 金融学会

乐队学会 信息系统学会

桌上游戏学会(桌游社) 市场营销学会

基督徒团契 心理学会

多元文化学会 扶轮青年服务团

舞蹈学会 历奇学会

学生组织
同学可选择加入校内的学生组织，成为干
事，甚至主席，成为校内学生领袖，服务
学院。校内学生组织多样化，一定有适合
你的选择。



日常生活

恒管咖啡阁
（A座地下）

上午八時—晚上九時（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晚上六時（星期六）

恒管餐厅
（B座地下）

上午十時—晚上九時半（星期日至五）

恒管中菜厅
（B座一樓）

上午八時—下午三時半／
下午五時半—晚上九時半
（星期一至五、日）

恒管约荟
（M座二樓）

上午八時—晚上九時（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晚上七時（星期六）

恒管咖啡阁
（D座一樓） 上午八時半—晚上六時（星期一至五）

(营业时间可能有变更，请留意最新通知)

餐厅
学院内有餐厅、咖啡阁和中菜厅。各餐厅
的开放时间如下：

电脑室
校内设有多个电脑室，欢迎同学使用。有
关电脑室开放时间及地点等详情，可于资
讯科技服务中心网页
https://itsc.hsmc.edu.hkfacilities/computer
-laboratories内查阅。

网络服务
同学可于校园内使用个人流动装置连接学
院 的 无线网络， 或 全 球 大专院 校 的
Eduroam无线网络。详情可浏览
https://itsc.hsmc.edu.hk/user-
services/wifi。

校内通讯
内联网(eCampus)是学院的主要信息平台，
提供学校通告、学生组织的宣传、个人资
料、课程注册信息、时间表、预约设施等。
为确保获得最新的学校消息，请定期浏览
内联网(eCampus)平台
https://ecampus.hsm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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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活



天气
香港位于亚热带，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气候
极为温和。许多人认为十一月和十二月的
天气最好，风和日丽，气温适中。

一月和二月则云量较多，偶尔有冷锋过境，
带来干燥的北风；市区气温有时会降至摄
氏10度以下。

三月和四月的天气也很好，但偶尔极为潮
湿。雾和毛毛雨使能见度降低，有时更令
到航空和渡轮服务中断。

五月至八月的天气炎热潮湿，偶尔有骤雨
和雷暴，气温经常升逾摄氏31度以上，这
些月份本港最有可能受台风影响，当台风
逼近时，香港天文台会经由电视台及电台
发出警报。当发出八号或以上烈风讯号时，
商店暂停营业、航班或会取消。香港有三
级暴雨警告信号，以黄、红、黑三色标示。
如是查询天气，可致电香港天文台
1878200，或浏览www.hko.gov.hk。

宗教
香港市民享有宗教自由，各主要宗教都设
有供信众参与宗教活动地方，包括佛教、
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
教、锡克教及犹太教等。

语言
香港的官方语文是中文和英文，所有官方标
志均以双语（英文及繁体中文）标识，大部
分商店和餐馆的招牌也同时兼具中英文。大
部分香港人以粤语为母语，但能以普通话作
一般日常沟通。

「我的天文台」是一个广受
欢迎的天气应用程式，提供
一系列的个人化天气服务。
应用程式会显示最接近用户、
指定位置或所选气象站所提
供的实况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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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工具
香港的公共交通网络安全、可靠，效率高，
我们鼓励你善用本港公共交通工具。
你可浏览香港政府网站（一站通），了解
最新的班次表、路线和票价：
http://www.gov.hk/en/residents/transport/
publictransport/companies.htm

我们建议学生使用八达通卡支付港铁和大
部分巴士及小巴车资。八达通卡亦适用于
各大便利店、连锁快餐店和超级市场。

电讯
在香港使用流动电话非常方便。初到香港
时，可以购买电话储值卡，储值卡一般提
供电话及网络服务，于各大电讯公司及便
利店有售。

同学也可选择到电讯公司开设网络户口，
申请包月套餐。详情可浏览各大电讯公司
网页。

此外，本港不少餐馆、大型购物商场及港
铁车站均提供免费Wifi 服务。

MTR Mobile 让你随时随地掌
握与港铁车程有关的各类信息，
助你更轻松计划行程。内有
铁路行程指南实时显示多项港
铁重要旅程信息，包括车费、
建议路线、预计乘车时间、转
线指示及月台编号、头班车及
尾班车资料等。

九巴．龙运手机程式
APP1933，随时随地掌握巴
士到站时间及路线信息。

香港交通Apps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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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安排

生活开支
下列提供的数字仅为估值,以供参考。实
际开支取决于个人消费习惯。

货币
港元是香港的法定货币。钞票面值包括港
币10元、港币20元、港币50元、港币100
元、港币500元及港币1,000元。硬币面值
包括港币1毫、港币2毫、港币5毫、港币1
元、港币2元、港币5元和港币10元。

你可以在合法找换店以你国家的货币兑换
港元。香港国际机场的找换柜台营业时间
为清晨到深夜，十分方便。机场和铁路站
都设有24小时自动提款机。当日汇率取决
于货币市场。

住宿 港幣1,700元/月

膳食 港幣3,000元/月

課本 港幣1,000元/學期

個人消費 港幣1,500元/月

银行服务
同学可于本港的银行开设户口以处理财务
事宜。每间银行要求的文件或有不同。一
般而言开户时需要携带入学通知书、香港
身分证及住址证明前往银行柜台办理相关
手续。

建议同学来港前可先兑换一部份港币现金
以应付开支，幵设银行户口后，同学可以
在银行兑换港币或汇款。

信用卡
同学可以在港申请信用卡，须持有香港身
份证，具体程序可到各大银行查询。

香港大多数商户和餐厅都接受VISA、万事
达 卡 (MasterCard) 和 美 国 运 通 卡
(American Express)。部分商户只接受现
金或设有信用卡最低消费额。惠顾前，请
先向店员查询。

部分信用卡公司或收取海外交易手续费。
如欲在港使用非本地信用卡，请先向银行
查询。

P.33



香港近年来发生多宗大学生遭电话骗财事
件。受害人都收到骗徒电话假冒为政府官
员，讹称事主触犯了内地法例，继而将通
话转驳至自称为内地公安及检察官的另一
骗徒，要求事主提供个人及银行户口资料
以协助事主洗脱嫌疑，在一些个案中，更
会要求事主登入一网站，网站上载有事主
个人资料及相片的通缉令。受害人不虞有
诈，将有关资料交予骗徒，骗徒从而盗取
事主银行户口内的存款。

安全
香港普遍被认为安全城市，整体罪案率是
全球最低城市之一。但是学生在出门时还
是要小心谨慎，提高警觉，尤其在公众地
方或人多拥挤的地方，小心保管财物。

有见及此，香港警方呼吁：
• 香港入境处不会以预录语音形式致电市

民；
• 内地执法人员亦绝不会通过电话及网上

要求市民交出个人账户的网上理财或提
款机密码，或交出款项以证清白，亦不
会在网上发布通缉令 ;

• 如遇到有人自称执法部门或其他机构职
员，以不同理由指示市民交出个人资料
及财产，应该主动查证及再三向相关机
构核实来电者的身份;

• 切勿交出银行帐户号码及网上理财密码;
• 接到可疑来电时保持冷静，核实来电者

身份;
• 切勿将金钱存入陌生人的账户或放在公
众地方；

• 若来电者称已胁持亲人或朋友，应致电
亲人或朋友求证，并请即报警；

• 切勿向来电者透露亲人或朋友的名字。

提防电话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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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海关
香港身份证
请紧记随身携带香港身份证。香港警务人
员有权在街上或其他公众地方截查你的证
件。如你未能按要求提供证件作检查，或
属干犯罪行。

如遗失身份证，请：
1.到警务处挂失
2.到教务处申请在恒管就读的证明文件
3.需带同警务处发出的遗失证明及在恒管
就读的证明文件到入境处「优秀人才及内
地居民组」办理手续。

你可致电警方热线（852）2527 7177查
询最近的警务处。

吸烟
根据卫生署控烟办公室经修订的《吸烟
（公众卫生）条例》（第371章），禁止
吸烟区包括所有食肆内部的室内区域、室
内工作场所、公众室内场所及部分公众户
外场所。不得在禁止吸烟区内吸烟或携带
燃着的香烟、雪茄或烟斗；违者会被定额
罚款港币1,500元。

非法药物
根据香港警务处的《危险药物条例》，任
何人贩运、制造或拥有危险药物，一经定
罪，可罚款最高港币5,000,000元及终身
监 禁 。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 请 浏 览 ：
http://www.police.gov.hk/ppp_en/04_cri
me_matters/dru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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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点

电压
香港电压为220伏特/50赫兹。同学或需为
手机、个人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配置变压
器。

邮政服务
香港各区均设有邮局，最接近恒管的邮局
为广源邮政局。

地址：
沙田广源村广源商场第四座4号

办公时间：
上午9:30 – 下午4:30（星期一至五）
上午9:30 – 下午1:00（星期六）

有关更多香港邮政服务信息，请浏览香港
邮政网站：http://www.hongkongpost.hk

医院及诊所服务

香港的医院分为公立及私立，你可携带香
港身分证到恒管附近的威尔斯亲王医院
(公立医院)使用普通科门诊服务，费用便
宜但轮候时间较长。如不是很紧急的疾病，
可选择恒管附近广源村的私人诊所，每次
诊症连药费约港币300-350元。如紧急重
症，可报警求助叫救护车，送入最近的医
院，并请马上联络学生事务处。

诊所位于广源村内。（广源邮政局附近）

最接近恒管的医院为威尔斯亲王医院，提
供全方位的住院、门诊专科和急诊服务。
网站：
http://www3.ha.org.hk/pwh/index_e.htm

紧急服务
本港紧急服务热线为999，可转至警方、
消防及救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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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备忘及来港需要清单
带备证书及相关文件
• 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如内地身份证、护

照、往来港澳通行证 (请确保进入许可)
• 你的机票及航班资料/车票
• 恒生管理学院发出的录取通知书
• 你购买的保险文件复印本
• 你的学历证明正本
• 你的户口本／原居地的住址证明（银行
开户时可能需要提供）

• 数张护照用的近照，并保留电子版备用
• 信用卡或银行卡

注：建议把所有文件留一份复印本，以备不时之需。

行李清单
• 恒生管理学院的地址
• 少量香港货币现金
• 床上用品及日常用品
• 个人所需药物及护理用品等
• 电子产品：如手提电脑，手提电话等
• 适用于香港的转换插头及充电器
• 紧急联络电话号码

注：同学可因应个人需要来考虑携带清单物品，部分
物品可来港后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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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书院只提供床垫，需自备床上用
品；

• 必须选购及使用符合安全规格的万能
插头和拖板；

• 切勿强行将两脚插头插入三脚插座、
万能插头或拖板；

• 烟雾杀虫剂有机会触动消防警报器，
请勿在宿舍使用；

• 请小心财物，勿将贵重物品放在公众
地方；

• 香港湿度大，要注意衣物防潮，可准
备樟脑丸、除湿剂；

• 宿舍禁止明火煮食。每层设置交谊室
提供电磁炉和微波炉，请选择适用于
电磁炉或微波炉的煮食厨具。

入住宿舍贴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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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

(Semester 1)

第二学期

(Semester 2)

入住 2018年8月30日 2019年1月14日

开学 2018年9月1日 2019年1月14日

期中考

试

随课程而定，请留

意各课程的具体要

求

随课程而定，请

留意各课程的具

体要求

复习周
2018年12月2日—

2018年12月 7日

2019年4月28日—

2019年5月 3日

考试周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22日

2019年5月4日—

2019年5月18日

退房期

限

(如在下学期不住

宿)：

2019年1月13日中

午前 * 

2019年5月31日中

午前 * 

休学期
2018年12月23日—

2019年1月13日

2019年5月19日—

2019年6月2日

申请2019/20学年宿舍：2019年4月

*住宿书院申请是以一年为单位，宿舍住宿日期为
2018年8月30日至2019年 5月31日，全年住宿者，
在寒假时不需要退房。

2018/19学年重要日期
(本科生适用)



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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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電話

部門 電郵 電話

學生事務處 sao@hsmc.edu.hk 3963 5560
住宿書院 rescolleges@hsmc.edu.hk 3963 5800
教務處 registry@hsmc.edu.hk 3963 5555
圖書館 library@hsmc.edu.hk 3963 5310
體育部 saope@hsmc.edu.hk 3963 5366
資訊科技服務中心 itsc@hsmc.edu.hk 3963 5160
個人成長及輔導 dacondai@hsmc.edu.hk 3963 5174

恒生管理學院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
威爾斯親王醫院（就近醫院） 沙田銀城街30-32號威爾斯

親王醫院

2645 1222

香港警察、消防救護熱線 999
小瀝源報案中心（就近警務處） 新界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5 -

27號

3661 1704

香港入境事务處 - 人事登记办

事处 (申請香港身份證)

火炭乐景街2至18号银禧荟4

楼405至407号铺位

2653 3116

廣源郵政局 沙田廣源村廣源商場第四座

4 號

2921 2222

學院附近公共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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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事务处来港及交流学生事务组
地址：教学行政大楼（M座）6楼 610室
电话：(852) 3963 5506 电邮： sao@hsmc.edu.hk

201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