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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寫在前面 

 
親愛的同學們，當你開始閱讀本手冊，便都站在了同一條挑戰之路的起點上。大抵你們當

中的很多人，現在或忐忑、或雀躍、或焦急、或高興，藉本手冊編寫之際，我在這裡祝賀

你們被香港理工大學翻譯與傳譯專業錄取。 
 
在本手冊中，我們會盡力為大家解答疑惑，幫助大家在這條路上走得更加順暢。 
 
腳下的路會通向何方，我們都不知道。面對未知的未來，希望大家能夠培養獨立面對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 
 
畢竟，大學不是頂端，是你獨立行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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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 
翻譯與傳譯文學碩士學位課程分兼讀制（72017-TI）和全日制（72017-TIF）兩種。按照《香
港入境條理》規定，非本地學生須修讀全日制課程。全日制修讀年期為一年半，最長五年。

學分要求為 30分。 
詳細介紹：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ectus/tpg/2017/72017-tif-ti 
申請頁面：https://www38.polyu.edu.hk/eAdmission/index.jsf 
教務處：  https://www.polyu.edu.hk/as/webpage/ 
 
2.1 申請時間及所需材料 

2017年申請（18年秋季入學）開放時間約為 9月，請密切留意學校網站信息。 
申請所需材料： 
a. 成績單 
b. 學位證、畢業證 
c. IELTS/TOFEL 
 

2.2 入學考試 
入學考試分為兩部分，筆試和口試。 
筆試請一定認真審題，不要長篇大論超出題目規定字數。題目若沒有明確規定文體，你

就是寫詩也沒問題。 
口試如果抽到不懂的題目，請直接說不懂然後退場。無需擔心口試表現不好就不會被

錄取，口試和筆試不是 50+50，而是 100+100，其中任何一項取得好成績都有可能被錄
取。 
 

2.3 錄取通知 
面試之後約一周發錄取通知，時間為晚上 23:59。這是 PolyU的優良傳統，請注意查郵
箱。另外，即使是同一批面試的同學也可能會被分成幾批發放錄取通知。因為老師很

忙，沒辦法一次性把卷子批改完畢，所以是改一部分就交由教務處發這一部分的錄取

通知。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同學的錄取通知書中會附加條件，其中一個條件是： 
(2) To prove ranking Top 30% in your graduating class or attain at least a final average of 75% 
(e.g. 75 out of 100 marks or GPA 3.0 out of 4.0 or the equivalent) upon graduation by using 
the Academic Record Submission Form as separately emailed to you. 
 
如果有这个条件，那么随后会收到一个表格让你填，并且去盖章。中间一个内容如下面

截图： 

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ectus/tpg/2017/72017-tif-ti
https://www38.polyu.edu.hk/eAdmission/index.jsf
https://www.polyu.edu.hk/as/web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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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表格中只需要填寫自己滿足條件的條件之一，也就是說，哪個滿足填哪個，只需要填

一個就好。比如：百分制的平均分>75的話就填這一個就好，排名什麼的不需要填。請大
家老老實實填平均分，不要填 GPA，除非你是 4分制。因為香港是 4分制，寫了 5分制的
學校不要，直接被當做不符合要求算。 
 
有關在線申請系統提交滿足條件材料的問題，請諮詢教務處（Academic Secretariat），電話：
852-2333-0600，電郵：asadmpg@polyu.edu.hk。 

 
2.4 材料寄送 

錄取後需要寄送材料到學校，在寄送之前建議把材料裝入大信封中並在信封上寫上自

己的姓名、申請號、專業名等。寄送材料最方便是順豐，寄達時間為一到兩天。電話寫

教務處電話：852-2333-0600. 
 

2.5 錄取通知書附加條件無法滿足 
錄取通知書中的附加條件若在訂明之截止日期前無法滿足，學校將會取消該生的錄取

資格。若在繳納留位費後無法滿足條件，則留位費不予退還。 
 

附加條件請各位務必仔細閱讀。 

 
 

mailto:asadmpg@pol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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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留位費 
收到錄取通知書後，裡面會寫明於何日期前交付留位費（Initial Tuition Fee）。留位費交付方
式可用電匯、匯票、信用卡等方式，也可以讓在港的親朋好友代為支付（ATM轉賬）。但一

般來說內地生都會選擇電匯，相對而言較為安全快捷。電匯的手續費等收費各大銀行均不

同，具體請大家自行諮詢各銀行。在下面會詳細講到如何辦理電匯。 
 
少數同學會選擇匯票，基本手續和電匯類似，但請注意，收款人姓名必須一字不差，否則

學校無法取到這筆錢。例如：香港理工大學是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如果寫少了“THE”即為失敗。辦理好匯票之後，用鉛筆在背面寫上自己的名
字、申請編號、專業名等信息，然後寄給學校即可，匯票辦理信息見下述 5.1。 
 
3.1 電匯資料 

首先在錄取通知書裡頭會有鏈接，直接跳到你電匯和匯票（下文會解釋）所需要的銀行

信息，請大家自行查找。 
 

3.2 電匯流程 
購匯-辦理匯款-到賬成功（戶口內無港幣） 
若戶口內有港幣，則直接辦理匯款即可。 
 
購匯時需要填寫《因私購匯申請書》，購匯金額一欄填寫留位費所需要支付港幣金額即

可。 
 

辦理匯款時需要填寫《境外匯款申請書》，其中需要填寫的信息：Account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Bank, Swift Code 等信息在前述之 3.1已有提及，請大家自行查找。 
 
另外，匯款人名稱及地址一欄中，如果是使用自己的銀行戶口操作電匯才需要填寫本

人的姓名和地址，否則填寫父親或者母親的信息。 
 
如果是填寫父母的信息，則務必匯款附言中註明自己的姓名、申請編號，付款 Reference 
No.等信息，以便學校確認匯款人。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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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通知學校 

完成電匯後，銀行會返回《境外匯款申請書》一份供匯款人存檔留用。可將其掃描後郵

件發送給學院。 
 
更詳細的攻略請看： 
https://mp.weixin.qq.com/s/A7E9tXyBno6y2vhnWOjMXw  
《香港碩士留位費全攻略》by Will & 葫蘆娃 香港 365天 

 
4. 推遲報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報到時間，如有不便，可聯繫小米（Cherry Ying）申請延後報到。 
 

5. 證件辦理 
在完成前述流程後，學校會幫大家辦理赴港就讀的學生簽證(Student Visa)。學生簽證由香港
入境事務處簽發，列明在港逗留時間等。持有該簽證才可合法進入香港就讀。 
 
請注意：有關學生簽證的問題請不要煩擾 Cherry Ying，請聯繫教務處（Academic Secretariat），
電話 852-2333-0600，電郵：asadmpg@polyu.edu.hk 
 
5.1 簽證辦理過程 

填寫 ID995A（來港就讀申請表）。在 eAdmission 系統中，在 Offer Confirmation 下可以
看到“Please note that you cannot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without a valid student 
visa. Click here for relevant documents for processing your student visa and important notes 
to non-local students.”點擊“here”後可以鏈接到所需的相關文件。大家也可以到香港入境

https://mp.weixin.qq.com/s/A7E9tXyBno6y2vhnWOjM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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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處網站上下載該表格。 
或點擊鏈接：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995A.pdf 
 
其中第 2項的“擬抵港時間”填寫大致時間即可。“擬在港逗留時間”填寫 1.5年。 
 
表格中第 3項，若無隨行受養人則無需填寫。（見下圖） 

 
第 6項——“申請人預計在港的生活開支”大致填寫即可。 
 

請注意：記得在每一頁的末尾簽名欄處簽名！並且在最後的“聲明”中劃掉

所有不符合本人的項目！ 

 
5.2 材料寄送 

填寫完畢後將文件寄給學校，學校會代為辦理及代為繳費。簽證費用入學後交還予學

校。具體如下： 
 

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995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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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簽證寄送 

簽證會在滿足了 Con-offer的附加條件之後寄出，請務必保持電話暢通以及和學校確認
地址正確。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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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逗留簽（D）辦理 
受理機關：戶口所在地、就業地、就讀地的縣（區）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 
申請材料： 
a. 《中國公民出入境證件申請表》； 
b. 近期彩色證件照一張及出入境證件數碼相片檢測回執（已持有有效往來港澳通行證者除外）； 
c. 交驗身份證、戶口本原件並提交複印件； 
d. 香港入境事務處出具的進入許可原件並提交複印件（進入許可=VISA LABEL=學生簽注）；

及 
e. 持有有效往來港澳通行證的還須提交往來港澳通行證。 
 
收費標準：1年以上 2年以下（含 2年）每簽注 120元。 
 
辦理時限：約 7-10個工作日。 
 
如有出入，以出入境管理部門條例為準。 

 
某些地區不知道如何辦理 1.5年的逗留簽，往往會找藉口推脫。請記住，出入境明文規定是有
效期根據香港或澳門有關部門批准期限簽發（澳門就學最長不超過一年）。因此如果遇上推脫

的情況或者計算逗留簽的情況，請直接拒絕並要求他們依據香港簽發的 1.5 年相應辦理逗留簽
注。 
 
另外，根據出入境規定，申請人不得同時持有兩張（含）以上有效往來港澳通行證，不得同時

持有兩個（含）以上同一前往地的有效簽注。因此，如果通行證上仍有來往香港的有效旅遊簽

注，出入境會作註銷處理。但某些地區出入境可能要求不同，不作註銷，需要申請人往返香港

一次把該旅遊簽注使用掉才可申請。 
 

7. 激活簽注 
學生簽證要在指定日期前進入香港以激活，請留意簽證上的日期。入境後會有一張小白條

(Landing Slip)。請妥善保管，畢業後辦理學歷認證等其他證明時需要用上。 
 
請大家不要再問什麼是 LABEL什麼是逗留簽什麼是小白條。VISA LABEL就是學生簽證，小
白條就是過關後海關官員返回的一張入境信息紙條，逗留簽是印刷在你的卡式通行證背面的簽

注信息，或者是貼在本式通行證上面的一張淺藍色簽注。 
 

8. 租房 
很多人問過我在香港租房貴不貴，生活費貴不貴。這個問題抱歉無法回答。具體花銷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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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怎麼吃怎麼住怎麼消費怎麼玩，以及還有口譯組去聯合國實習產生的費用多少。 
 
各位不需要只求租紅磡/黃埔，香港公共交通非常發達，可以考慮別的地方，租金也相對合
理。我當時住在沙田第一城，馬鞍山線轉東鐵線大概 20-30 分鐘到學校，非常方便，租金
較黃埔一帶低了不少，我一整套是 HK$11,500/月，我的同學的大多都 HK$14,000-15,000一
個月。 
 
香港房子比較小，大家做好心理準備。更詳細的攻略請看： 
http://www.gter.net/a-24280-1.html《赴港求學指引（租房篇）：香港租房及防騙指南》。 

（該攻略文字內容版權歸寄託版友 Kaywoo所有） 
 

 
附香港地鐵線路圖供大家參考： 

 
9. 申請宿舍 

http://www.gter.net/a-242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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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為非本地學生提供了學生住宿（Student Halls of Residence，俗稱 Hall）和校園外之住宿
（Off-campus Housing）。研究型課程學生和政府資助的學生可以申請 Hall。而校外住宿又細分
為兩類，一類面向政府資助的本科生，另一類面向自費授課型課程學生。下面以 Bowen（2014
年 MATI非本地學生，入住校外宿舍俊福樓）的經歷來說一下理大校外宿舍（面向授課型課程
學生）的住宿條件和申請步驟。以下資訊及圖片，如無特別說明，均來自理大學生宿舍網站

（http://www.polyu.edu.hk/hall/）。 
 
9.1 網址 

通過學生宿舍網站頂欄的 NON-LOCAL STUDENTS OFF-CAMPUS HOUSING，即可進
入學校宿舍頁面，其中 C 項為校外宿舍（如下圖）。 

 
其中“a. Full-time non-local students pursuing self-financed taught-postgraduate programmes”說
明MATI課程的非本地學生可以申請。但往年出現過學校不為自費授課型課程學生提供校
外宿舍的情況，所以 MATI新生請仔細閱讀申請條件。 

 
9.2 校外宿舍地點及宿舍-學校交通路線 

校外宿舍是由理大租賃來供學生申請的住宿，由於多方原因，每年提供的校外宿舍地點有

所不同。2017年提供了兩個校外宿舍，分別是深水埗汝洲街少清大廈（Siuching Mansion）
和尖沙咀山林道俊福樓（Chunfook Mansion）。 
 
少清大廈-學校交通路線：步行兩分鐘至深水埗地鐵站，乘坐地鐵，荃灣線（深水埗-太子，
1站）換乘觀塘線（太子-九龍塘，2站）換乘東鐵線（九龍塘-紅磡，2 站），共計約 20分
鐘；或在北河街站乘坐 35A至終點站，約 40分鐘，下車後可步行到校。 
 
俊福樓-學校交通路線：沿山林道步行至學校，約 10分鐘。 
 

9.3 住宿條件 
下面以俊福樓為例，簡單介紹住宿條件。 
 

http://www.polyu.edu.hk/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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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福樓地面（可理解為 1 樓）及 2 樓為商用店鋪，3 樓-14 樓為理大學生專用宿舍，每層
樓一個套間，每個套間三房一廳一廚兩衛（其中一個可淋浴）。其中，3 樓的三房均為雙人
房，可住 6 人；4-14 樓為兩個雙人房+一個四人房，可住 8 人；俊福樓總共可住 94 名學
生。 
 
屋內設施：雙人房為上下鋪，床寬約 90釐米（可參考內地大學宿舍床位），下鋪床底有四
個抽屜，另配有床墊、衣櫥和空調，房間內設施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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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房設施和雙人房相似，只是房內有兩張上下鋪，如下圖。 

 
客廳配有 6張/8張書桌+書架+椅子+檯燈，以及空調、WiFi 和一張折疊飯桌，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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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配有冰箱、洗衣機和兩個電磁爐，以下照片供參考。 

 
淋浴間配有熱水器，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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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費用 
2017年俊福樓住宿費用如下（住宿時間為 2017 年 8月 30日-2018年 8 月 8日）。 
 

 雙人房 四人房 
住宿費 45600港元 39600港元 
押金 2000港元 2000港元 
總共費用 47600港元 41600港元 

 
住宿費包含每人每月 160港元的水電煤氣上網費，以及正常的傢俱維修費；每月電費如超
出每人 160 港元，超出部分由該宿舍內學生均攤。 
 
押金在住宿期滿經查房後返還。 
 
若成功申請，需在要求時間內把全部費用匯至學校，逾期不付視為放棄。宿舍費用為年付，

中途退房，不設退款。 
 

9.5 申請時間 
2017年俊福樓校外宿舍申請時間如下，每年申請時間略有不同，請及時關注網站資訊。 
 
開始申請 2017年 6月 19日 
截止申請 2017年 7月 6日 
公佈結果 2017年 7月 11 日 
繳費限期 2017年 7月 18日 

 
截止期限後提交申請的學生將自動列入候選名單。但由於申請人數眾多，建議及早申請。 
 

9.6 申請步驟 
可在理大學生宿舍網站 http://www.polyu.edu.hk/hall/下面的 UPCOMING EVENTS 選擇

OFF-CAMPUS HOUSING 進行申請，或者通過網站頂欄的 NON-LOCAL STUDENTS 
OFF-CAMPUS HOUSING，進入學校宿舍頁面，選擇對應的 Off-campus Housing，進入
介紹頁面，拉到最底下，選擇 Apply Here，如下圖。 

http://www.polyu.edu.hk/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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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申請頁面，按要求填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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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步是選擇房間類型，一共有以下選項。按照自己需求和意願，對每個房間類型

進行選擇。提交申請後，請及時關注郵件。 

 
9.7 一點想法 

校外宿舍的優勢：方便，因為有基本的傢俱和電器，水電網都不用管，東西壞了還能找學

校維修。可以認識同校不同專業的同學。俊福樓離理大步行可到，樓下有便利店、麥當勞

和各式餐廳。 
 
劣勢：費用年付；無法太早入住（如 2017 年，俊福樓最早入住時間是 8 月 30 日）；沒辦
法換傢俱（在外面租房，經房東同意，可以添一些傢俱）；人多洗手間少，淋浴間更少（如

俊福樓的 6 人套間和 8 人套間都只配有兩個衛生間，其中一個可以淋浴）；每個套間住的
人相對較多，相處不好容易發生摩擦，對於 8 人套間來說更是如此。 
 
如果想申請校外宿舍，應提前關注學生宿舍網站公佈資訊，及時提交申請。但由於申請人

數較多，建議做好兩手準備。 
 

10. 入學後 
來港前可在淘寶上先購買普通八達通和電話卡使用（來港後也可購買但是電話卡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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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學校地圖供參考。 

（圖片製作鳴謝：Bowen-2014） 

 
10.1 個人信息更新 

在香港安定下來後，請登錄 eStudent 更新個人信息： 
http://www.polyu.edu.hk/student > select 'My Profile' > 'Personal Details' > 'Update' 
 

10.2 學費及生活費來港 
學費及生活費帶來香港的方式有以下幾種： 
a. 匯票 
本人當初來港是用匯票一次性把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都帶來，直接存入名下的恆生

銀行賬戶。以中行為例，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每一家中行都可以辦理匯票，只

有支行和總行可以辦理且即刻出票。辦理前先諮詢銀行。 
 
確定後，帶上大陸身份證正副本、銀行卡、錄取通知書及學校列明的匯票收款行信

息到銀行辦理即可。不懂之處可請教銀行工作人員。 
 

b. 電匯 
具體操作步驟在前述之 3中有詳細說明，請查閱。 
 
需要注意的是，電匯學費及生活費需要本人抵達香港並且開立好香港的銀行賬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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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由家人電匯出。若採用此種方式，建議多帶些生活費，在還未領取到銀行卡的

時間段內傍身。 
 

c. 網銀電匯 
不需要親自去銀行，還能省去一筆手續費。開通網銀後在網上購匯然後進入“境外匯
款”選項，填寫完申請表格之後即可輸入密碼付款。 
 
請注意：同樣是在匯款附言內，請填寫上自己的姓名、申請號還有專業名等信息，

方便學校核對匯款人。匯款成功後的電子回單可保存下來郵件發送給學校作通知之

用。 
 

d. 國內銀行卡香港免手續費提現 
大部分銀聯卡在境外取現每日限額為一萬人民幣，部分同學家長會用此種方式每個

月打入生活費/房租以及每學期的學費等。如果用此種方式取學費，請計算好時間準
備好學費。以 2017 年國內銀行規定為例： 
 
華夏銀行：每月第一筆取款免手續費，之後 12元/筆； 
恆豐銀行：每月前 6筆取款免手續費，之後 15元/筆； 
南京銀行：免費； 
光大銀行：每月前 3筆免費，之後 15元/筆。 
 
以上信息如有出入，以銀行為準。中國銀行最近似乎也推出了一系列海外留學套餐

服務，可諮詢獲取進一步信息。 
 

e. 支付寶國際匯款 
支付寶與上海銀行合作推出國際匯款服務，每筆匯款手續費 50 元人民幣，單筆匯
款限額 30,000 人民幣，每天最多兩筆匯款。完全夠用。用支付寶手機 APP 即可完
成。 
 
首先，打開手機支付寶 APP，首頁功能區點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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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資金往來區找到上銀匯款功能。 

 

 
點擊立即匯款之後，右上角有填寫範例教你該如何填寫相關信息。按照香港的範例

往自己在香港的賬號匯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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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費繳納 

a. 計算 
本專業要求 30 學分方可畢業。以 17年學費為例，為： 
筆譯組：HK$4,500*30= HK$135,000，其中： 

 學分要求 學費 
第一學期 15 HK$67,500 
第二學期 15 HK$67,500 

 
口譯組：HK$4,500*15+ HK$4,500*9+ HK$11,250*6= HK$175,500，其中： 

 學分要求 學費 
第一學期 15 HK$67,500 
   

第二學期 
口譯專業課 6 HK$67,500 
9 HK$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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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7 年為例，該年留位費抵消 5 個學分及其等值學費，因此，入學後須繳納的確
切學費以學校通知為準。 
 

b. 繳納 
學費不是在開學前交。開學後大概在十一二月，學校會郵件通知各位“A debit note 
has been issued to you.”收到後登陸 FO系統查詢費用詳情並在指定日期前付費即可。
如果不按時繳費，學位將會被教務處取消。 

 
10.4 水電煤網開通 

a. 水電煤 
水電煤開通都非常簡單，致電客戶服務熱線即可開通： 
 
水務署：852-2824-5000 
中電（新界、九龍和離島，不包括南丫島）：852-2678-2678 
港燈（港島及南丫島）：852-2887-3411 
煤氣：852-2880-6988 
 
開戶時用香港身份證/港澳通行證登記即可。水和電電話開通即可，煤氣電話開通後
還需另外預約時間上門安裝（如果家中已接駁煤氣供應，則報讀最近一次煤氣錶讀

數作為新賬戶的啟用度數即可）。 
 

b. 網 
網絡需要各位自行了解香港各大運營商的套餐。紅磡天橋以及黃埔花園和黃埔新村

中間的十字路口都有很多運營商的攤位，可以前去了解。網絡和煤氣差不多，開戶

以後需要另行預約時間上門安裝。 
 

請大家務必按時交納水電煤網費用，拖欠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另外，網絡一般是簽 
兩年合同，有的促銷活動會推出一年的學生計劃，比較方便。如果是簽約兩年的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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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若不留港，請妥善處理剩下的約，可以轉給學弟學妹。請勿直接“跑路”，一是會影
響來港就讀的大陸學生的形象，二是會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比如法律追究或被

列入入境黑名單等。 
 

10.5 電話卡 
主要有 CMHK（中移動）、PCCW、CSL、3、Smartone等。 
 
Peoples的好處是有一卡雙號，回了大陸也有大陸號碼可用，往來內地方便。但是據群
眾反映，信號沒有另外幾家好。大家可以在各大運營商網站上或到門店了解詳情： 
 
PCCW http://www.hkt.com/ 
CSL https://www.hkcsl.com/ 
Smartone http://www.smartone.com/tc/?s=0 
CMHK https://www.hk.chinamobile.com/tc/ 

  
電話卡服務計劃各家促銷層出不窮。除了計劃的服務收費外，還需要付牌費，即行政費

用。如果要撥打內地電話，則需要開通 IDD，需要另外加收 IDD國際長途費。 
 
最後還是那句提醒，按時繳費，如果還未約滿就要離開香港，請妥善處理合約問題再離

港。 
 

10.6 香港身份證辦理 
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條例，年滿十一歲而獲准在香港逗留超過 180 天的人士，需在入
境後或獲得批准逗留後 30天內登記申請身份證。 
 
也就是說，首次入境激活 LABEL後，在 30天內必須辦理香港身份證。 
 
步驟 1： 進入網址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hkic/bookregidcard.htm 網上預約申領
香港智能身份證 
 
步驟 2：點擊“預約申領”後在彈出來的窗口當中點擊“預約”。 
 
步驟 3：開始預約。一次最多可以同時預約四人，但此四人必須一起前去辦理。填寫後
在申請類別中選擇“申領兒童或成人身份證、補領身份證或更改身份證資料”並進入下
一步。 
 

http://www.hkt.com/
https://www.hkcsl.com/
http://www.smartone.com/tc/?s=0
https://www.hk.chinamobile.com/tc/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hkic/bookregidca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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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選擇辦事處並預約時間。共有五個辦事處，分別位於灣仔、長沙灣、觀塘、火
炭和元朗。大家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合適的辦事處即可。 
 
步驟 5：提交資料並且填寫發送預約提示的郵箱地址 
 
步驟 6：列印確認書並在登記辦理時出示。 
 
如果要重新預約，請： 
網址：http://www.gov.hk/icbooking 
電話：852-2598-0888 

 
10.7 銀行賬戶開立 

學校有兩家銀行可以開立賬戶，分別是恆生和東亞。 
 
辦卡需要的證件為學生證、香港身份證和通行證。恆生可暫不提交香港身份證，待領取

到手後更新信息即可。 
 
開立了儲蓄卡之後可以順便辦理信用卡。在學生身份的一年期間是免年費的，之後可

能需要交年費，具體條款請諮詢銀行。東亞的信用卡在畢業的時候可以升級為校友卡，

東亞校友信用卡持有人享有與理大校友卡持有人同等的待遇，可使用泊車場和運動設

施，辦理圖書館卡有七五折優惠。 
 
恆生信用卡辦好後額度為 HK$8,000，東亞為 HK$10,000。 
 
交學費的時候可以使用儲蓄卡，到 ATM 機繳費即可。恆生的 ATM 要方便快捷很多。

用開通了 Cash Dollar的恆生信用卡繳學費的話能夠賺到幾百塊的 Cash Dollar，可以在
購物時抵現。各位也可以把八達通和信用卡綁定自動增值。 

 
10.8 學生八達通申請 

入學後九、十月左右，學校會統一開始辦理學生八達通。將填好的表格交給學校蓋章

後，在 14天內交回任何港鐵客務中心即可。具體辦理時間及地點請留意學校通知。 
 
學生八達通申請表格下載：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tickets/terms.php 或到港
鐵客務中心領取。 
 
詳細申領步驟見鏈接中的表格。 
 

http://www.gov.hk/icbooking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tickets/term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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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校活動及設施使用 
a. 學校活動 

Ma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s Centre (MISS) 會不定期舉辦各種活動，
請大家多留意網站：http://www.polyu.edu.hk/miss/ 
 

b. 運動設施使用請留意 SAO網站：http://www.polyu.edu.hk/sao/about-us/mission.html 
 
如需使用學校健身房，需報名參加一門運動培訓課，修習完畢才可預訂並使用健身

房各項設施。該培訓課非常火爆，請盡快報名。如果沒有選上這門課，可以另外報

名參加考試。考試內容出自培訓課上派發的運動安全小冊子，可向上了課程的同學

索取溫習。同樣，考試通過後才可以預訂並使用健身房各項設施。 
 

c. 文康大樓（Communal Building）內有文娛中心（Amenities Centre）、廣安金禧體育
中心（Kwong On Jubilee Sports Centre）以及其他文康設施。廣安金禧體育中心設有
四個壁球場，大家不要錯過。其他文康設施包括琴房等，其中 220 為古箏房。 
 

d. 膳食 
校內膳食設施有：American Diner、D Café、美食坊、草坪餐廳、圖書館咖啡廳、理
大茶室、學生膳堂、南北小廚/茶樓、劇院茶座、京滬亭、八期飯堂、八期咖啡閣。
其中： 
 
American Diner，即位於 F, G, H及 J 座之間的平台，旁邊有 HABITU，適合坐著發
呆； 
 
美食坊（FOOD COURT），又名“舊 CAN”（CAN出自 CANTEEN），兩餸飯很不好
吃，拉麵還不錯； 
 
草坪餐廳：供應清真食品，Kebabs 很不錯； 
 
理大茶室和南北小廚是教職工餐廳； 
 
學生膳堂，又名“新 CAN”，位於文康三樓，燒味很好吃，樓上還有茶室供大家品嘗
粵式點心； 
 
劇院茶座：在蔣震劇院旁，Brunch 值得一試。 

 
e. 診所 

http://www.polyu.edu.hk/miss/
http://www.polyu.edu.hk/sao/about-us/mis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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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大學醫療保健處、賽馬會復康科技診所、康復治療診所、結合保健診所、眼

科視光學診所和牙科診所。全日制學生可接受上述診所提供的保健服務。其中： 

賽馬會復康科技診所為本港殘疾人士及復康機構提供專業服務， 
康復治療診所、眼科視光學診所除校內人士外還為公眾提供專業服務， 
結合保健診所則提供中西護理和輔助治療等。 
 

11. 有用信息 
a. 校方 
OFFICE LOCATION TEL 
Dean of Students Office (DSO) R1010 3400 2604 
Academic Secretariat M101 2333 0600 
The Chinese Mainland Affairs Office (CMAO) R701 3400 2990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IAO) M1601 2766 5116 
Pao Yue-kong Library  2766 6863 

(24H) 2766 7734 
WhatsApp 6423 0820 

 
b. 香港 
DEPARTMENT/ORGANIZATION TEL WEBSITE 
Emergencies(Fire/Police/Ambulance) 999 N/A 
HKSAR 1823 http://www.gov.hk/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24-hour Enquiry) 

2181 8888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2824 6111 http://www.immd.gov.hk/  
Mass Transit Railway (MTR) 2881 8888 http://www.mtr.com.hk/  
The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772 0047 http://www.mhahk.org.hk  

 
Non-local Student Handbook: 
http://www.polyu.edu.hk/miss/images/downloadables/201617_NLS_HB.pdf  
 
Life in HK: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6-life-in-hk?layout=ajax-essential-
guide  
 
University Life in PolyU: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5-enjoy-your-university-life-in-
polyu?layout=ajax-essential-guide  

http://www.gov.hk/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
http://www.immd.gov.hk/
http://www.mtr.com.hk/
http://www.mhahk.org.hk/
http://www.polyu.edu.hk/miss/images/downloadables/201617_NLS_HB.pdf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6-life-in-hk?layout=ajax-essential-guide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6-life-in-hk?layout=ajax-essential-guide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5-enjoy-your-university-life-in-polyu?layout=ajax-essential-guide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5-enjoy-your-university-life-in-polyu?layout=ajax-essential-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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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and Heath Care: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4-insurance-and-health-
care?layout=ajax-essential-guide 
 
Career planning:  
https://www.polyu.edu.hk/caps/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1-immigration-
policies?layout=essential-guide  
 
PolyU Academic Calendar (2016 – 2017 & 2017 – 2018): 
http://www.polyu.edu.hk/as/students/AC.pdf 
 
Off-campus Housing:  
http://www.polyu.edu.hk/stars/resources-and-services/useful-information/off-campus-
housing.html 
 
Group Medical Expenses Claim Procedures – Hospitalization (for non-local students who 
purchased insurance via PolyU):  
http://www.polyu.edu.hk/miss/images/downloadables/GM%20Insurance%20Claim%20form
%20and%20Procedures201415-01.pdf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 Procedures (for non-local students who purchased insurance 
via PolyU):  
http://www.polyu.edu.hk/miss/images/downloadables/PL%20Insurance%20Claim%20Proced
ures%20201415-01.pdf 
 
Travel Tips and Advice:  
http://www.immd.gov.hk/eng/services/Travel_Tips_and_Advice.html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4-insurance-and-health-care?layout=ajax-essential-guide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4-insurance-and-health-care?layout=ajax-essential-guide
https://www.polyu.edu.hk/caps/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1-immigration-policies?layout=essential-guide
http://www.polyu.edu.hk/miss/index.php/essential-guide/11-immigration-policies?layout=essential-guide
http://www.polyu.edu.hk/as/students/AC.pdf
http://www.polyu.edu.hk/stars/resources-and-services/useful-information/off-campus-housing.html
http://www.polyu.edu.hk/stars/resources-and-services/useful-information/off-campus-housing.html
http://www.polyu.edu.hk/miss/images/downloadables/GM%20Insurance%20Claim%20form%20and%20Procedures201415-01.pdf
http://www.polyu.edu.hk/miss/images/downloadables/GM%20Insurance%20Claim%20form%20and%20Procedures201415-01.pdf
http://www.polyu.edu.hk/miss/images/downloadables/PL%20Insurance%20Claim%20Procedures%20201415-01.pdf
http://www.polyu.edu.hk/miss/images/downloadables/PL%20Insurance%20Claim%20Procedures%20201415-01.pdf
http://www.immd.gov.hk/eng/services/Travel_Tips_and_Adv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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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後面 
 
謝謝你們，耐心地看完了這篇冗長的 QnA。希望它能夠給你們帶來一些幫助，希望你們能
夠在畢業後多加幫助後來人。這是 MATI的優良傳統，希望你們能夠將它延續下去。 
 
進入口譯組的同學，不要驕傲；沒進入口譯組的同學，不要灰心。未來有多種多樣的可能

性，誰也不能給你下定論。不需要憂心找不到“對口”的工作，也不要眼高手低，多嘗試不
同的可能，多體驗不同的生活。年輕，就意味著窮；年輕，就是用來折騰的。 
 
相信這篇QnA已經能夠解答絕大多數的問題，如果還有疑問，歡迎在群裡向學長學姐諮詢。
過於主觀的問題，比如“香港的開支一般多大”，抱歉無法回答。請不要重複詢問本篇中出
現過的問題和解答。畢竟寫這篇 QnA的初衷就是為了減少重複勞動。 
 
祝你們能夠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最後，特別感謝張其帆老師、鄒濤、周博文和鐘子瑤，以及編寫文中出現的攻略文章的公

眾號及作者們。 

Kelly Peng 
於 2017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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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香港理工大學官方行前檢查清單 

Pre-departure checklist 
Before departing for Hong Kong, make sure that: 

1.  You have obtained necessary visa and your passport is valid throughout the period.  
2.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student visa label is correct. 
3.  You have read web page of “Brief Guide to Self-financed Taught Postgraduate Non-local 

Students” thoroughly. 
 
Remember to bring: 

4.  Originals of ALL academic award certificates, relevant transcripts and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claimed in/attached to your application (for applicants who have been conditionally 
offered a place, please include the evidence of having met the conditions of offer).  In case of 
loss of the original certificates, please request the issuing body to send an official 
transcript/testimonial direct to the Academic Secretariat, PolyU. 

5.  Enough money for the tuition fee, accommodation fee, other miscellaneous fees, 
transportation and living expenses. 

6.  Any medicine you need to take regularly. 
7.  A few recent passport-size photos. 

 
Arrival checklist 

8.  Attend the Orientation on organized by MISS.  
9.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me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you will receive a PolyU 

students identity card. 
10.  Settle any outstanding payment (e.g. tuition fee, caution money etc.) You may check 

your outstanding payment via the Student Account Information at 
https://www29.polyu.edu.hk/fostudacc/ after completion of programme registration and 
obtaining Net password. 

11.  Open a local bank A/C, if necessary  
12.  Buy a local phone card for contact, if necessary 
13.  Buy an Octopus card at the Customer Services Counter at any MTR stations. You can browse 

http://www.mtr.com.hk/eng/getting_around/system_map.html for the name of MTR stations. 
The nearest station locates at Hung Hom station. 

 

http://www.polyu.edu.hk/sao/services/3-8_forNonLocalStudents_taught_postgrad.htm
http://www.polyu.edu.hk/sao/services/3-8_forNonLocalStudents_taught_postgrad.htm
https://www29.polyu.edu.hk/fostudacc/
http://www.mtr.com.hk/eng/getting_around/system_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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