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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事务处的话 
 

亲爱的新生： 

东华学院欢迎你！大学阶段是由青少年转变为成人的关键时期，除了追

求学术上的增长之余，亦需要学习为人处事、与人沟通的技巧。对所有新生来

说，入读大学是重要的成长历程；对留学生而言，离乡别井来到香港读书，面

对学业带来的压力之余，还要学习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生活，更加是一项莫大的

成长挑战。 

能够远赴外地学习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不但能增进个人的知识，

扩阔国际视野，并且在个人成长及学术发展方面皆能有所迈进。不过，在学习

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在适应及文化的冲击而感到迷惘。 

有见及此，学生事务处希望与你一起迎接大学的旅程，特此制作了这本

《给留学生的香港生活指南》，以协助你尽快适应大学的生活，与你分享融入

本地文化的技巧，以及其他实用的信息。这本指南仅作为概览，想进一步计划

你在东华学院的生活，并了解校园提供的学生服务的话，请登入： 

https://www.twc.edu.hk/en/index.php 

浏览一下吧！ 

生活指南的内容不时更新，别忘记浏览相关网页，或联络有关机构，以获取最

新信息！ 

 

谨祝 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学生事务处 

二零一八 
 

 

 

 

http://www.cuhk.edu.hk/osa
https://www.twc.edu.hk/en/index.php


 

 

2 给留学生的香港生活指南 

 

Message from Student Affairs Office 
 

 

Dear Students, 

 

 

A warm welcome from Tung Wah College! 

 

To help you settle in your studies at TWC and the bustling life in Hong Kong, SAO has 

prepared this basic guide book for non-local students. 

 

You will find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and web links but if you have any concerns arising 

from your academic learning or personal issues, you are welcome to contact us. 

 

We wish you a fruitful learning in TWC! 

 

 

Best Regards, 

Student Affairs Offic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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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适应篇 
New Student Adaptation 

(一) 心理调整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留学生或许会因要离乡别井和适应新环境而出现焦虑、抑郁等征状，感到缺

乏动力、身体不适，以致学习成效降低。相信历届留学生都曾经历类似反应。

新生们记得时刻保持正面乐观的心态，坦然面对压力与迷茫。在遇到困难时主

动向朋友或学生事务处的辅导员寻求协助，世上没有解决不到的问题，以开放

包容的态度，积极地面对吧！以下是一些实用小秘方供大家参考一下： 

1) 人生有转变，自然会带来压力。其实压力的出现是正常反应，不要妄加

错误判断，以为求助便是弱者的表现。 

2) 懂得运用有效的减压方法才是上策，例如保持与家人及朋友联络，亦同

时建立新支持网络。透过参与学生活动组织来认识校园和本地及其他来

港生，参加小区活动来探索本地文化与小区特色等。 

3) 保持乐观，准备面对忧虑和挫折，要容许自己及他人犯错，并从错误中

学习，个中的得着是你宝贵的经验。 

4) 对自己有合理的要求，不要妄自菲薄、自责、埋怨亦不要与他人比较，

反而要不断的自我改进和增值，和过去的自己比较，赞赏自己成长的进

度； 

5) 保持幽默感，以幽默态度面对犯了看似愚蠢的错误；不要过于忧虑，专

注于构想实际及具弹性的解决方法。 

6) 对文化差异持开放态度，尽量尝试明白背后的原因和学会尊重与接受不

同的文化。 

7) 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才会有健康体力，确保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最好每

天八小时。定时进食三餐，三餐保持均衡饮食，多菜少肉，少吃高糖分

的或油腻食物和饮料。保持适量运动，以强化体质和松弛身心为目的。

当然也要避免危害健康的坏习惯，例如暴食、吸烟，饮酒或滥用药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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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沟通要领 Communication tips 

要适应新环境，语言是其中一个障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在香港聚首

一堂，街上人来人往就是夹杂着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加上各地方言有着

不同的特色及口音，如果你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有些本地人可能会听不懂你

的说话。同样，你初时亦可能对本地用语、发音，感到很难掌握或理解。打

破语言隔阂的方法就是耐性，一字记之曰「慢」。尽量避免说俗语和行内话。

当真的难以表达或沟通时，请记得保持微笑，以肢体语言加上其他语言配合，

轻松地令沟通变得无难度。 

(三) 寻找好帮手 Seeking assistance 

为协助留学生适应香港生活，学生事务处会为留学生举办迎新活动，与

新生定期聚会、举行朋辈伙伴计划及各项工作坊等等，帮助他们了解香港和

东华学院，掌握实用信息，又为学生在学业和个人成长上提供个别指导，支

持非本地生团体及组织，以及举办校园文化交流活动等。积极协助新生解决

学习及生活上的疑难，同学可电邮至 sao@twc.edu.hk 查询。 

倘若你真的遇到适应上的困难，学生事务处及其他部门将会提供适当的

协助和支持。新生们绝不是孤军作战。东华学院各部门紧密配合，提供全面

的支持服务，帮助你们尽快投入大学生活。 

 

学生事务处 

      地址：九龙何文田卫理道 31 号东华学院 19 楼 1901 室 

电话: 3190 6660 

电邮: sao@twc.edu.hk 

网址: https://www.twc.edu.hk/tc/Administration_Units/sao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时至 下午 5 时 30 分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mailto:sao@twc.edu.hk
mailto:sao@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tc/Administration_Units/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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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 adjustment in Hong Kong  

      -Join some student activities 
      -Share your culture to the schoolmates 
      -Understand Hong Kong culture 
      -Learn basic Cantonese 
      -Ask questions and seek support from others 
      -Be prepared for the challenges 

      If you have any concerns and need assistance, you can contact us! 

Student Affairs Office 
Rm 1901, 19/F, Tung Wah College, 31 Wylie Road, Kowloon 
Telephone: 3190 6660 
Email: sao@twc.edu.hk 
Website: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 
Office Hours: Mondays to Fridays 9:00 a.m. - 5:30 p.m. 
(Closed on Saturdays,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mailto:sao@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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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学院篇 
Campus Life 

 教务处 The Registry  

(简称：REG) 

在未来的数年东华学院生涯中，教务处可说是你经常要接触的部门，你可以

得到以下的支持及服务： 

 招生及入学事宜 

 经院校办理提早或延期学生签证等事宜 

 课程和科目的注册及学生纪录 

 选科及科目豁免 

 编排上课及考试时间表 

 学业成绩表、学历证明书、毕业证书之申请 

 为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及奖学金讯息和相关支持 
 

详情向教务处查询，京士柏校舍八楼，电话 3190 6673

或可浏览教务处网页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 

 

 图书馆 Library  

东华学院的图书馆座落于京士柏校舍五楼及六楼。图书馆内涵盖足够的资源，

让你增进知识的领域。图书馆更有其他个人化的服务。详情可浏览图书馆网页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lib 

     

 信息科技服务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Office  

(简称： ITSO)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lib
http://www.twc.edu.hk/administrative/
http://www.twc.edu.hk/library/
http://www.twc.edu.hk/i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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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技服务处为营造舒适的学习环境，提供一系列计算机设备、多用途

场地、iPad / 手提电脑租借服务、网上学习支持、专业信息科技咨询服务，便利

个 人 学 习 及 小 组 工 作 。 详 情 可 浏 览 信 息 科 技 服 务 处 网 页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itso 

 
 

 学生事务处 Student Affairs Office  

(简称：SAO) 

学生事务处以爱与关怀为首，协助本院学生迈向全人发展及成长。我们因应

同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配合学生的成长需要，提供优质和全面的课外活动，

使你们在东华学院修业期间能充分发挥潜能。学生事务处会向学生提供以下的

服务：  

 个人成长及辅导服务 

 社会服务计划* 

 工作体验学习计划* 

 全人发展计划 

 升学及就业辅导 

 学生交流计划 

 非本地生支持服务 

 特殊需要学生支持服务 
 

 

地址 Address :京士柏校舍十九楼              

电话 Telephone : 3190 6660   
              

电邮 Email : sao@twc.edu.hk 

网址 Website :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 
 
 

 
 

*社会服务计划 Community Services Programme 

(简称: CSP) 
(A graduate requirement administered by SAO)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itso
mailto:sao@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
http://twcweb.twc.edu.hk/Reg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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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成为具社会意识、关怀身边有需要人士的青年，东华学院要求全

日制学生(包括修读学士学位及副学位课程之学生)，须完成 30 小时的小区服务

始能毕业。学生事务处推行各种义工计划及活动，并与不同团体如慈善或非牟

利团体等合作，组织义工服务，为小区有需要人士出一分力。 

详情可浏览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our_service/student_dev
elopment/community_service#main-content 

 

  社会服务团 Community Service Team  

(简称 CS Team)  

成立目的是为了鼓励学生善用才能及运用到从学院汲

取的专业知识，活学活用，并回馈社会。学生透过参

加社会服务团的活动及工作坊，建立正面的人生态

度，与人沟通的技巧及提升公民责任的意识。社会服

务团曾与东华学院同学一起服务不同社群，包括智障

人士、长者、病患者、低收入家庭、精神病康复者、

青少年及药物滥用者，亦曾与动物组织合作举办活

动，让同学了解警犭、导盲犬、保护遗弃动物组织的

服务。欲了解更多社会服务团举办之活动，欢迎浏

览：https://www.facebook.com/twccst/ 

 

*工作体验学习计划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Programme  

(简称: WILP) 
(A graduate requirement administered by SAO) 

本计划旨在让学生透过以工作为本的学习模式，汲取与学科相关的工作经验

和通用技能，以提升他们在求职就业方面之竞争力。本计划亦是就读学士学位

课程学生的其中一项毕业要求，此计划并不附带学分，唯所有就读全日制学士

学位课程的学生必须参与此计划并完成相关要求方可毕业。 

详情可浏览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our_service/student_development/community_service#main-content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our_service/student_development/community_service#main-content
https://www.facebook.com/twc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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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our_service/career_devel
opment/wilp-intern_and_practicum#main-content 

 校园设施                                                                                                                                                                                                                                                                                                                                                           

饮食 Canteen：位于京士柏校舍4楼，提供多款餐饮及小食，而且收

费相宜，同学可于午膳或课堂前后时间享用。 

 

      餐厅地点及服务时间 

      京士柏校舍 4 楼 

      星期一至五 – 上午七时至晚上六时四十五分 

      星期六 – 上午七时至下午四时半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Location and Service Hours: 
4/F King’s Park Campus 
7:00 a.m. – 6:45 p.m. (Mon-Fri) 
7:00 a.m. – 4:30 p.m. (Sat) 
Closed on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运动 Sports：位于京士柏校舍20楼的多用途礼堂，既可用于庄严的典

礼场合，亦可用作室内篮球场及羽毛球场，同学如想借用场地，需要到校园设

施管理处的网页下载区，下载篮球场或羽毛球场预订表格。填妥后，带同有效

学生证件，于星期一至五上午十一时至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及下午二时三十分至

四时亲临校园设施管理处预订一天后至十四天内的场地。网址为：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fmo/download_area#main-

content，获安排场地后，借场者会收到「借用场地通知书」。同学必须于借用

场地前5分钟将「借用场地通知书」交予地下控制室，经保安员核对后方可使用

篮球场或羽毛球场。大家可以用以下途径作进一步查询： 

 

校园设施管理处办公室地点:  

旺角校舍: 九龙旺角山东街 90 号 B 座 11 楼 

Facilities Management Office locations: 

Mongkok Campus: 11/F, Tower B, 98 Shantung Street, Mongkok, Kowloon 

电话 Tel:  3190 6600 

传真 Fax:  3753 2087  

电邮 Email: fmo@twc.edu.hk 

网址 Website: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fmo 

保安控制室 Security Control Room: 

电话 Tel: 3190 6610 (24 小时 24 hour)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our_service/career_development/wilp-intern_and_practicum#main-content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our_service/career_development/wilp-intern_and_practicum#main-content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fmo/download_area#main-content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fmo/download_area#main-content
mailto:fmo@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f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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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 Leisure：空中花园 Sky Garden 分别位于京士柏校舍三楼、七

楼、十三楼、十九楼以及旺角校舍 A 座七楼及十三楼。其中京士柏校舍三楼更

加有烧烤园地以供大家在课后充一充电。 

学 生 想 了 解 多 些 关 于 学 校 设 施 的 资 料 ， 可 浏 览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fmo 

校园医疗服务 Integrative Health Centre : 

你若感到身体不适，可前往由护理学院成立的小区结合保健中心求诊，中心

提供综合医护服务，并设立门诊服务。服务主要以结合治疗的方法和手段，提

供包括中医、症状控制如失眠及失禁、职业治疗，以及健康教育和推广等医护

服务。中心亦是护理和其他与健康医疗有关的学科作为临床实习的地方。学院

学生使用结合保健中心医护服务，出示东华学院学生证可享六折优惠。 

 

If you are not feeling well, you can go to The Integrative Health Centre under the 
care of the School of Nursing. The Centre is powered by a comprehensive spectrum of 
medical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such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mptom 
management, occupational therapy, health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On-site 
service is being provided. The Centre also offers a venue for clinical placement and 
condu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Students can enjoy 40% off the consultation fee by 
showing their student cards. 

中心服务时间 

星期一至五 – 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 

星期六 – 上午九时至下午一时（需预约）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查询及预约 

电话：(852) 3568 4550 

传真：(852) 3568 4548 

地址：香港九龙红磡宝其利街 73 号东禧阁一楼 

  诊症优惠 

  东华学院学生可享有六折优惠，东华学院教职员则享有八折优惠。 
  

  Service Hours 

       Mondays – Fridays: 09:00 – 18:00 

       Saturdays: 09:00 – 13:00 (by appointment) 

       Closed on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f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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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s 
       Telephone no.: 3568 4550 

       Fax no.: 3568 4548 

       Address: 1/F Tung Hei Court, 73 Bulkeley Street, Hung Hom, Kowloon 

 

  Special Offer 

  40% off for TWC students and 20% off for TWC staff. 

 校园保险服务 Insurance Service 

东华学院所有学生在参与学院举办的活动时，学院已替你们投保了人身意外

保险。但你必须留意，香港的住院及医疗系统对本地居民提供优惠的收费，而

非本地生则需要自费安排额外的意外及疾病医疗保险，并附加紧急撤离／救援

者费用及遣送等条款，以保障在港就读期间的医疗需要。有关香港保险公司之

详情，请查看香港保险业联会网页 http://www.hkfi.org.hk/。 如有外游计划，应

事先确保保单范围已包括你将要到达的地区。可能父母的医疗保险保障已包括

了你，所以于来港前应先向父母查询有关保障的范围和其他细节，并留有保单

文件副本，以策安全。 

Tung Wah College bought the insurance that covers TWC registered students 
against accidental death and permanent total disability as well as accidental medical 
expenses arising from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College or its student 
organizations. As only Hong Kong residents can enjoy the medical benefits in hospital, 
non-local students are recommended to buy the medical insurance if needed. You can 
visit http://www.hkfi.org.hk/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Hong Kong. 

 财务计划 Financial Planning  

如果你在香港没有银行户口，抵港前，别忘记要先安排金钱调动，确保有足

够资金，足以应付在港逗留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开支。你可以： 

1. 于出发来港前一至两个星期，指示原居地的银行，将款项以你的名义调

动至香港的银行； 

2. 你亦可先购买旅游支票或银行汇票，然后于来港后存入你在香港开设的

银行户口。本地银行兑现外国银行汇票通常需要一个月时间处理，因此

同时带备一定数额的现金最安全，用来应付最初数周的生活开支。 

  
**请注意，学院并未有为非本地生提供助学金或贷款资助；同时，非本地生不符合资格申

请香港政府的资助专上课程学生资助计划。 

Students are advised to prepare enough money for learning and living expenses before coming to 

Hong Kong. Non-local students are not eligible to apply for the Tertiary Student Finance Schemes in 

Hong Kong. 

http://www.hkfi.org.hk/
http://www.hkf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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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组织 Student Societies  

东华学院学生会（Students’Union）为学院学生谋求福利，成为学

生与校方沟通之桥梁，以促进学院发展，提高学院声誉，关心社会服务社群为

目标。该会积极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如学术、人际网络、娱乐及兴趣小组等，

亦支持有个别兴趣的同学筹组学会，以切合学生之需要。现有学系/学会包括护

理学会、医疗科学学会、职业治疗学会、

幼儿教育学会、商科学会、动漫与游戏

学会、篮球学会、独木舟学会、基督徒

团团契、舞蹈学会、以及龙舟校队等。

作为代表全体东华学院全日制学生之组

织，学生会致力与各大专院校紧密连

系，举办及参与各种联校会议及社交活

动，以增进院校间学生之沟通。欲了解

更多学生会举办之活动，可亲身前往学生会

的会址，设于京士柏校舍 19 楼，亦可电邮至  su@twc.edu.hk 或浏览网页

http://www.facebook.com/TWCSU 

 

   东华学院和富领袖网络 (Wofoo Leaders’Network)成立目的是孕育

未来领袖，宣扬良好公民的讯息，共同建立和谐和关爱的社会。欲了解更多和

富举办之活动，可亲身前往和富的办公室，位于旺角校舍 A 座九楼，亦可电邮

至 twcwln@twc.edu.hk 或浏览网页 https://www.facebook.com/twc.wln 

 

mailto:su@twc.edu.hk
http://www.facebook.com/TWCSU
mailto:twcwln@twc.edu.hk
https://www.facebook.com/twc.w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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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信息篇 
Community Information 

区内交通 Transportation： 

东华学院座落于旺角区优越位置，交通四通八达，有铁路、巴士及小巴均可

到达校园。衣食住行便利至极。其中位于卫理道的京士柏校舍更加是旺中带静，

读书的理想地点。详情可浏览 https://www.twc.edu.hk/en/twc/campus_map。

顺带一提，申请「八达通」乘车，是可享有折扣优惠的。港铁各车站设有增值

机，也可以到任何一间便利店，为八达通增值。八达通也适用于香港的其他交

通工具。 

学生乘车优惠 MTR STUDENT TRAVEL SCHEME：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每年为

就读于本港认可院校的全日制日间课程合资格学生提供特惠车费优惠。未持有

个人八达通 (卡上印有申请人的相片和姓名) 的学生，必须申请「学生身分」个

人八达通。申请「学生身分」个人八达通时须缴付 90 港元，其中包括八达通按

金 50 港元，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收取不可退还的港铁学生乘车优惠计划行政费

20 港元，以及八达通卡有限公司收取不可退还的手续费 20 港元。*首次申请的

「学生身分」个人八达通一经批核，申请人将获特别回赠 20 港元可用储值额。

*详情需向港铁职员查询。 

索取申请表：可向就学生事务处、任何港铁客务中心、金钟、大围或兆康站

乘车优惠办事处索取申请，或可于网页下载有关申请表格。 

递交申请表：申请学生须于学生事务处盖章后 14 天内，将填妥的申请表连

同相片和申请费用交回任何港铁客务中心。申请人交回申请表时，将实时获发

收据，以便购买「临时学生八达通」，费用为 70 港元 (包括:按金 50 港元及可用

储值额 20港元)。使用「临时学生八达通」享用港铁特惠车费时，须随身携带该

收据和阁下的有效学生证，直至获发「学生身分」个人八达通。 

https://www.twc.edu.hk/en/twc/campus_map


 

 

15 给留学生的香港生活指南 

 

Students who wish to enjoy the concessionary MTR fares under the MTR Student Travel 

Scheme (the Scheme) are required to use Personalized Octopus. If you are aged 12 to 25 

and do not possess Personalized Octopus, you may apply for one with “Student Status” 

at the start of this coming academic year. 

http://www.mtr.com.hk/en/customer/tickets/student_travel_scheme.html 

日常必需品 Daily necessities： 

区内有多间超级市场，百佳、惠康、价真栈，或是便利店，真的应有尽有，

供应大部分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欲了解更详细资料，可向你的师兄师姐请教，

又或到学生事务处查询。 

餐厅 Restaurant： 

京士柏校舍四楼有餐厅，同学亦可到旺角及油麻地附近多间餐店品尝，感受

一下香港号称为美食之都的美誉。有关食店的推介，可浏览以下网页：

http://www.openrice.com/restaurant/index.htm 

校园无线网络 Campus Wi-Fi： 

京士柏校舍及旺角校舍已全面设有 Wi-Fi 设施，大家可以在随时随地享用无

线上网服务。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itso/our_service/wifi_service#

main-content 

银行服务 Banking Service： 

本港大部分银行的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及周六上午

九时至下午一时，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停止办公。24 小时运作的自动柜员机

（ATMs）几乎随处可见，方便用户自行办理提存、转账等银行事宜。香港大部

分商铺接受信用咭，如银联咭、VISA 咭、万事达咭和美国运通咭。不过，校园

的商店只收取现金或接受八达通卡付款；另外，香港的商店一般不接受以支票

付款。货币找换店有法律责任展示净汇率。建议你兑换前，应先查看找换店展

http://www.mtr.com.hk/en/customer/tickets/student_travel_scheme.html
http://www.openrice.com/restaurant/index.htm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itso/our_service/wifi_service#main-content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itso/our_service/wifi_service#main-content


 

 

16 给留学生的香港生活指南 

 

示的净汇率和兑换旅游支票需付的任何额外佣金的数额。法律规定，找换店是

必须发出收据的。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

Industry-Profiles/Banking-Industry-in-Hong-Kong/hkip/en/1/1X000000/1X003ULX.htm 

 开设本地银行户口 

在香港银行开设户口，一般需要带备下列文件:  

1) 有效的护照  

2) 地址证明 (最近三个月内收信者是自己名字的固网电话费单、水费单、电费单、

煤气费单或国内身份证) 

3) 足够金额: 一般银行要求每个户口有存款 100 元，之后每年收取行政费用。若

户口有 5000 元存款，则不需收取行政费。(*各银行要求不一，详情需向银行职员查询) 

4) 银行的提款卡一般要收取 50 元年费；若开设信用卡，亦可当作提款卡于用。

(*各银行要求不一，详情需向银行职员查询) 

 

 

 

 

 

 

 开设缴费灵 PPS 户口 

有了香港户口，又有银行提款卡，便可以申请网上缴费。带同阁下的提款卡

或具有提款功能的信用卡到就近缴费灵终端机开立缴费灵户口，缴费灵终端机

在各大 OK 便利店或电讯盈科专门店都可以找到。申请操作简易，可在家先上

网了解操作后，才到缴费灵终端机开立缴费灵户口。详情可参考 PPS 网页

http://www.ppshk.com/index_c.html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Profiles/Banking-Industry-in-Hong-Kong/hkip/en/1/1X000000/1X003ULX.htm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Profiles/Banking-Industry-in-Hong-Kong/hkip/en/1/1X000000/1X003ULX.htm
https://www.ppshk.com/hkt/revamp2/Chinese/newToPPS_framed.html
https://www.ppshk.com/hkt/revamp2/Chinese/newToPPS_framed.html
http://www.ppshk.com/index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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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服务 Postal Services： 

院校附近有三间邮政局，让你享用香港的全方位邮政服务，但要谨记星期日

和公众假期是停止办公的。 

如欲了解更详细资料，请浏览香港邮政网站 Hong Kong Post website：

http://www.hongkongpost.hk 或致电 2921 2222 查询。 

  

http://www.hongkongpo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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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情篇 
Hong Kong Information  

 学生签证 Student Visa 

根据香港入境条例，你在港逗留期间，须持有有效的学生签证。一般而言，

在香港的逗留期是按修读课程的修业期决定。 要留意，若需更新学生签证，入

境事务处一般会接受办理于逗留期限届满前四星期提交的签证延期申请。你可

以亲自递交或以授权信形式委托代理人提交申请，惟在递交申请及领取签证当

天，你必须身在香港。留学生于「优秀人才及内地居民组」递交申请，地址是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七号入境事务大楼六楼；延期申请要到「延期逗留组」递交

申请，地址是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七号入境事务大楼五楼入境事务处或任何一间

入境事务处分区办事处，查询热线电话：2824 6111 

http://www.immd.gov.hk/eng/services/visas/study.html#firstTab 

 

 香港身份证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根据《人事登记条例》，凡年满 11 岁及进入香港并获准在香港逗留超过 180

天的人士，均须在抵港后 30 天内，到入境事务处辖下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

办理申请手续，新抵港人士、首次登记或换领成人身份证的人士获发的身份证，

均属免费。 在香港，你须时刻携带香港身份证。假如你遇到警察或其他有关当

局要求出示身份证明，除香港身份证或护照外，其他形式的证件均不获接纳。

若无法按警方要求出示香港身份证或护照，可导致被拘捕或起诉。一般情况下，

外国居民可能会被口头警告，或被扣留至有人将他们的身份证带往有关警署。

为 节 省 时 间 ， 你 可 使 用 入 境 事 务 处 提 供 的 预 约 服 务 ， 网 址 ：

www.gov.hk/icbooking  或热线电话：2598 0888。 

http://www.immd.gov.hk/eng/services/visas/study.html#firstTab
http://www.gov.hk/icb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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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务处网页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ebsite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hkid.html 

 往来港澳通行证 Exit-entry Permit for Travelling to and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若在港遗失《往来港澳通行证》，要办理补领手续。  

(i) 需带同香港身份证、由警务处发出的报失证明及由院校签发的证明文

件到入境事务处的「优秀人才及内地居民组」申请加盖签注（签注转

移）； 

(ii) 在身份核实后，入境事务处会发出证明文件及签注转移标签 ;  

(iii) 需带同上述由入境事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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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行社热线电话 Chinese Travel Service hotline：2998 7888， 

网 址 Website：www.ctshk.com 

 

 有关在学期间在港就业的入境条例 Immigration Ordinance of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非 本 地 学 生 从 事 实 习 工 作 和 兼 职 工 作 的 限 制 由 2014 年 3 月 17 日 

起 进 一 步 放 宽 。 修 读 全 日 制 经 本 地 评 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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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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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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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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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hkid.html
http://www.ct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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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暑 假 期 间 接 受 聘 用 ， 工 作 时 数 和 地 点 没 有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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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 于 修 读 全 日 制 经 本 地 评 审 的 本 地 副 学 位 课 程 的 非 本 地 学 生 ， 

只 要 修 业 期 不 少 于 两 个 学 年 ， 亦 可 申 请 从 事 有 关 的 实 习 工 作 ， 

但 须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 

 

(1) 实 习 工 作 必 须 为 强 制 性 及 与 学 科 ／ 课 程 有 关 ， 而 且须 经 学 生 就 读 

的 院 校 安 排 或 批 准 ； 及 

(2) 实 习 工 作 为 期 最 长 六 个 月 。六 个 月 的 期 限 是 以 一 星 期 为 计 算 单 

位 ， 而 不 论 该 星 期 的 实 际 实 习 工 作 日 数 ， 累 计 不 能 超 过 26 个 星 

期 。 累 计 26 个 星 期 的 期 限 并 不 需 为 连 续 的 时 间 。 

 

所有合资格的学生，将于其学生签证进入许可或延长逗留期限申请批准时个

别获发「不反对通知书」，上面将列出该学生可从事的雇佣工作类别及条件。 

但若中途退学，则 必 须 在 学 籍 终 止 后 的 四 星 期 内 离 开 香 港 ， 如 未 能 

在 指 定 时 限 内 离 港 ， 便 属 触 犯 《 入 境 条 例 》 内 有 关 违 反 逗 留 条 

件 的 规 定 。 

如有疑问，可登入入境事务处网页浏览及查询：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index.html 
http://www.immd.gov.hk/hkt/faq/imm-policy-study.html 

 

 保安 Security 

香港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然而，正如身处其他地方一样，你亦

须提防扒手小偷， 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在香港，大部分商铺均接纳

信用咭付账。大家应时刻保持警惕之心，小心保护财物，外出前锁好家居门窗，

防患未然是明智之举。 香港警务处在各区均设有警署和报案中心。最近学院之

报案中心在旺角区警署，位于九龙太子道西 142 号，电话： 3661 1642 或油麻地

分区警署，位于九龙油麻地广东道 627 号，电话：3661 1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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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Room: Yau Ma Tei Reporting Centre  
627 Canto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Opening Hours: 24 hours) 
Tel: 3661 1653 
 

       Report Room: Mong Kok District  
142 Prince Edward Road West, Kowloon 
Tel: 3661 1642 
 
Hong Kong Police Force 
http://www.police.gov.hk/ppp_en/ 
 

 电讯 Telecommunication 

在香港使用流动电话相当方便，使用公共投币式收费电话接驳本地电话，收

费为每五分钟港币一元；接驳紧急求助电话 999、电话号码查询 1088 （普通

话）、1083（粤语）或 1081（英语）均毋须付费。 香港的国际直拨电话（IDD）

服务直达为数逾 230 个国家和超过 2,200 个中国大陆城市。香港多间电讯公司均

有提供接驳国际长途电话服务，详情可浏览各大电讯公司网页。流动电话、本

地及国际长途电话储值卡于各大电讯公司及便利店有售。各公园、公共休憩场

所及各文化表演场所、本港不少咖啡店、大型购物商场和主要港铁车站，都有

提供 Wi-Fi，让你免费登入。 

http://www.i818.com/telecom/ 

 开设网络户口  Internet Account 

申请宽带服务开户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以下是一些温馨提示： 

 请先确定自己的计算机能否支持宽带上网。 

 在签约前须留意合约订明的限制，香港的网络服务有优惠期的两年合约，

计划好留港年期才开户。例如只预计在香港一年，可要想好是找上一年的

前辈们接续网络，还是把自己买的第二年网络转给后辈。 

 留意服务计划是否设有最低使用期、优惠期过后的收费计算方法、如何取

消服务、提早终止服务的通知时间等。 

http://www.police.gov.hk/ppp_en/
http://www.i818.com/te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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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服务供货商提供的服务计划的上网速度，以及是否须支付调制解调器

租用月费或安装费、PNETS 费用等。 

 应向职员清楚查询本身须负的责任。 

 除了提供上网服务外，服务计划也包括一个电邮户口。服务供货商会为电

邮户口提供免费储存量，供用户储存电邮之用。留意！当电邮的数量超过

免费储存量时，须缴付额外费用。要避免支付额外储存费，切记定时删除

无须再储存的电邮，并留意有否超出储存上限；旧电邮地址如不再使用，

应通知服务供货商取消；如打算继续保留旧电邮地址，便应定时查看电邮

或转寄电邮，避免电邮信箱超出指定储存量而须额外缴费。 

 需预留时间，预约上门安装的通常需时两星期。 

 

 

 开设水费、电费、煤气费户口  

Water Bills, Electricity Tariff and Gas Charge Account 

 

 若业主没有开设水电煤户口，你便要尽快开设各户口。 

 致电预约前预备身份证件（香港身份证或者护照）及紧记自家地址；如果

选择用护照开设账户，以后的各种查询或停户也必须报上护照号码才能进

行；使用身份证开户只需身份证号码。 

 水和电费户口用电话开设便可，煤气费户口则需要预约时间上门安装。 

 建议大家下载煤气手机 app，定期报读自家煤气读数。定期报读数可令你的

煤气费不被高估，当然也有可能会令你的煤气费不被低估。 

 户口若是业主名下，账单便会由业主通知租客应付金额，或者账单地址直

接写出租的屋苑。租客需跟业主商议邀费方式，是收到账单后付钱给业主

或是租客自行前往邀费。 

 若需自己开户，需要预备付押金。退租前一两个月需要打电话去停户，停

户后各公司会将押金退还。账单会直接寄来信箱。收信后，你可以选择在

网上缴费、缴费灵、邮寄甚至亲身前往各署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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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住宿篇 
Hong Kong Residence 

 香港的房子分类 Types of Hong Kong Housing 

 豪华大宅(别墅) 

 私人住宅(30 年楼龄内, 有电梯,楼龄轻月租便相对高) 

 唐楼(都是私人住宅, 但超过三十年楼龄，没有电梯) 

 村屋(新界丁屋, 土地业权属村民所有, 规定楼高三层, 每层 700 呎) 

 居屋(政府资助的自置私人物业) 

 公屋(不外租) 

 

 何谓建筑面积和实用面积 Saleable Area and Gross Floor Area 

 基本上建筑面积就是房子包括了墙壁、窗台等占用的面积； 

 实用面积是实际可使用的空地面积。 

 香港房屋的面积单位是「呎」， 一平方米大约等于十呎，若房子是 500 呎，

基本就是 50 平方米； 1000 呎基本就是 100 平方米。 

 香港常见的户型是五至六百呎。 

 

 香港的地产公司 Hong Kong Real Estate Agencies 

 比较大型地产公司如中原、美联、利嘉阁，跟中小型的中介公司的租盘。 

 先做好准备，浏览各大地产公司的网站，搜索理想的地段及楼盘，看户型、

月租等具体资料。 

 亲自去到该地段对应的地产公司 (或打电话) 咨询详细情况。 

 网站上发布的讯息有时会和市价有出入，不要完全相信网上订价。 

http://www.hkreaga.org/index.php 

 

 

 

http://www.hkreaga.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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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楼须知 Notes on Choosing Flats 

 「睇」楼前先看户型和平面图，这能快捷地

让你了解房屋的构造。 

 列下屋内的设施和家具清单，跟业主商议家

具是否随屋一起出租的，以及各种家具电器维

修的责任归属，以便写入合同内。 

 询问有关水电煤网是每月付钱给业主，还是

需要自己开设户口。 

 询问业住是否提供「免租期」， 即是豁免租金让租客准备入伙，通常是一

星期。例如预定七月入住，可跟业主商议提供六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为免租

期让你搬家及整理房子。 

 查看房屋的墙壁，有没有渗水情况，天花板有没有开裂，厨房、卫生间是否

有通风窗，淋浴间的下水道是否畅通，各种门窗及把手都试开和关是否顺畅，

各种电器和开关都试用，查看有否坏损。 

 

Property Information Online 

https://www.rvdpi.gov.hk/epayment/jsp/public/front.jsp 

 

 入住之后可以考虑更换门锁，因为出租用的业主或许

会在不同地产公司留下钥匙以便中介人带租客作「睇

楼」用途，明白被陌生人拥有自家门匙感觉是不安全

的，但是换锁之前都必须和业主商量。 

 无论换锁与否，要记录清楚业主交下钥匙的数目，最

后退租时也要完整地将退还(包括信箱钥匙)。 

 有些业主或会要求你付现金，若业主要求一次性付清

一年房租，则要考虑自己经济能力及商议以转账方式

较为安全。 

 在香港租屋，一般是在签订合同之后给两个月的月租作为按金，再交首月的

月租。 

 
标准租约样本 

https://www.rvdpi.gov.hk/epayment/jsp/public/fron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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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合同之后房东会将合同拿去土地署盖印花，这里会产生一个叫做「印花税」

的费用，地产公司负责去土地署盖，便无需业主承担，全额的印花税都需要

由租客承担。若当中没有地产公司，印花税则由业主和租客平均摊分。 

 通过地产公司签订合同需要付中介费，价格一般是一个月的月租，由业主和

租客各自分摊一半。例如月租是八千，中介费由业主承担四千，租客不论租

金差异，都会一起均摊分余下的四千。如果租房时室友不是全体到齐的话，

人齐了就务必再去一次地产公司，在合同上补上全体租客的签名。 

 

 

 合伙同住之准备 Preparation of Sharing Flats 

 预备合伙同住前最好先开会，设立好同居规定并切实执行订立的条文，例如：

各自列出对于生活细节上的一些介意和不介意的地方。例如 女生要记得洗澡

后把在地上的头发捞走。最重要是沟通，再而互相体谅。 

 建议大家收齐房租，每月准时交给业主，避免出现其中一人垫付的情况。 

 打扫的责任要互相协议。 

 作息规律各有不同，避免在有人睡觉的时候用吹风机，大声倾谈或是玩乐。 

 香港租金昂贵，为了可以住多个人来分摊，出现了所谓的「厅长」，就是指

住在客厅的人。客厅的月租一般会比房间的便宜几百块。 

 虽然客厅是公共空间，可是住了厅长以后大家应该默契地将客厅留给厅长使

用，除非厅长也有份参与的活动。 

 厅长们自行设计保障自己私隐的方式，例如在客厅拉帘子以隔开过道，不过

这个具体得看户型而定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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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香港法例规定，所有旅馆均需由民政事务处

辖下的牌照事务处(OLA)发出的牌照方能经营。如果

你需要在租赁楼宇前在香港短暂住宿，请先浏览此

网址：http://www.hadla.gov.hk/en/hotels/search_g.html   

要认住 OLA 标志，才是住在香港政府规管的持牌旅

馆。 

 

 

以下是东华学院学生事务处为你搜罗各方有关住宿的信息，数据只作参考用途，

详情请联络相关商户作全面的了解或到学生事务处(SAO)/ 校园设施管理处(FMO) 

寻求协助。  

The following housing information prepared by Student Affairs Office is for reference only. 

Fo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agency directly or seek assistance from SAO and FMO. 

 

 

   

 

 

 

 

 

 

 

 

 

 

 

 

 

 

http://www.hadla.gov.hk/en/hotels/search_g.html
http://www.hadla.gov.hk/filemanager/common/images/main_entrance.jpg
http://www.hadla.gov.hk/filemanager/common/images/guest_room_doo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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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牟利团体办理的住宿  

   Hostels run by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ptions Room Types / Room 
Charges [and facilities] 

 

Remarks Photos 

HA Mei Ho House Youth Hostel 
 

YHA 美荷楼青年旅舍 

 
Block 41, Shek Kip Mei Estate,  
Sham Shui Po, Kowloon     
(B2 exit from Sham Shui Po MTR 
Station) 
 

九龙深水埗巴域街 70 号石硖尾邨

41 座 

 (港铁深水埗站 B2 出口) 

 

Tel：(852) 3728 3500 

Email：mhh.res@yha.org.hk 

Website: 

http://www.yha.org.hk 
 
 

Twin Room 

双人房 

$649 起/房(room) 

Male Dormitory 

男性多人房  

$249 起/床位(bed) 

Female Dormitory 

女性多人房 

$249 起/床位(bed) 

Mixed Gender Dormitory 
 
Every room have Wi-Fi or 
broadband service 
 

所有房间址有宽带或 Wi-Fi 网络 

 

Every room and bed can 
be rented for 15 days. 

租用房间最长维持 15

天. 

 
You can join Mei Ho 
House Alumni Network, 
no membership will be 
charged but you can 
save fifty or more HK 
dollars in average if you 
join member. 
 

价格有分会员及非会

员价，会员不需会

费，可网上登记，价

格相差数十元港币不

等。 

 
The listed price as 
reference, please refer 
to the updated website 
in accurate. Hotel fe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列出之房价是会员价

之平均数，只作参考

用途，价格以旅舍所

订为准。 

 

 

 

 
 
Caritas Ling Yuet Sin Hostel 

明爱凌月仙宿舍 

 
54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港岛西半山薄扶林道 54 号 
 

Tel： (852) 2547 4390   

 

Fax： (852) 3589 2561  

 

Email： 

 hostel@caritas.org.hk 
 

 
Single Room exclusive of 
electricity charge, with public 
bathroom 

单人房自付电费，公众洗手间

HK$4,300-5,600 /month 
 
Single Room exclusive of 
electricity charge, with private 
bathroom 

单人房包电费，私人洗手间

HK$6,000-8,500 /month 
 
Service Client  : Female 

服务对象：女仕 

 

 
Application:  
Applicants must apply 
to become a member of 
“Caritas Hostel Service” 
and pay the yearly 
membership fee. 
 

手续：登记成为会员

需缴付会员之年费 。 

  
 
 

列出之房价是会员价

之平均数，只作参考

用途，价格以旅舍所

订为准。 

 
 

mailto:mhh.res@yha.org.hk
http://www.yha.org.hk/
http://www.yha.org.hk/eng/meihohouse/channel.php?channel=accommodation#twin_room_standard
http://www.yha.org.hk/chi/meihohouse/channel.php?channel=accommodation#twin_room_standard
http://www.yha.org.hk/eng/meihohouse/channel.php?channel=accommodation#male_dormitory
http://www.yha.org.hk/chi/meihohouse/channel.php?channel=accommodation#male_dormitory
http://www.yha.org.hk/eng/meihohouse/channel.php?channel=accommodation#female_dormitory
http://www.yha.org.hk/chi/meihohouse/channel.php?channel=accommodation#female_dormitory
http://www.yha.org.hk/eng/meihohouse/channel.php?channel=accommodation#mixed_gender_dormitory
mailto:hostel@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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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http://www.caritas-
chs.org.hk/chi/dormitory_lo
cation.asp 

Options Room Types / Room 
Charges [and facilities] 

 

Remarks Photos 

 
Caritas Hostel - Domus Fidei 

明爱乐信宿舍 

 
4/F., 80 - 84 Ho Pui Street, Tsuen 
Wan, N.T 

荃湾河背街 80 – 84 号 5 楼 

 

Tel： (852)  2843 4609 
 

Fax： (852) 3589 2561 

 

Email： 

hostel@caritas.org.hk 
 

Website: http://www.caritas-
chs.org.hk/chi/dormitory_lo
cation.asp 
 

 

房间 per room/ Month  HK$6000 

up 
 
 
Public bathroom & kitchen, 
excluding water and electricity, 
telephone and miscellaneous 

charges  公众浴室及厨房，须自

付水、电、电话及杂费 

 
Service Client  : Male  

服务对象：男仕 

 
 
 
 
 
 
 
 

                     
 
 
 
 
 
 
 
 

Ditto 
 
 

 
 

 
Caritas Hostel - Caine Road 

明爱 坚道宿舍 

 
7/F - 11/F, Caritas House, 2 Caine 
Road, Mid-Level, Hong Kong 

香港坚道 2 号明爱大厦 7 - 11 楼 

 

Tel： (852) 2843 4609/ 

          (852) 3589 2321  

FAX 传真： (852) 3589 2561 

 

EMAIL 电邮地址：

hostel@caritas.org.hk 
 

Website: http://www.caritas-
chs.org.hk/chi/dormitory_lo
cation.asp 

 
Single Room (public bathroom) 

单人房由 (公共洗手间) 

 HK$6,500 up (Monthly)  
 
 
Service Client  : Male 

服务对象：男仕 
 

 
 
 
 
 
 
 
 
 

Ditto 

 
Caritas Student Hostel - Kennedy 
Town 

明爱坚尼地城学生宿舍 
 
6/F - 8/F, 27 Pokfield Road,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蒲飞路 27 号 6 - 8 楼 

 Tel： (852) 2816 0302  

            (852) 2816 8068   

Fax：  (852) 3589 2561 

Email： hostel@caritas.org.hk 

 

Website: http://www.caritas-
chs.org.hk/chi/dormitory_loc
ation.asp 
 

Single Room(private bathroom) 

单人房( 私人洗手间  

 HK$8,800 起  

 
Double/Twin Room(private 

bathroom)双人房( 私人洗手间 ) 

 HK$8,800 起 /位 

 
Service Client  : Female    

服务对象：女仕 

 
 
 
 
 
 
 
 
 
 

Ditto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mailto:hostel@caritas.org.hk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mailto:hostel@caritas.org.hk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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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Room Types / 
Room Charges 
[and facilities] 

 

Remarks Photos     

Caritas Student Hostel (Ngau 
Tau Kok) 

明爱牛头角学生宿舍 

5/F., 1 On Tak Road, Ngau Tau 
Kok, Kowloon 

九龙牛头角安德道 1 号 5 楼 
 

Tel：  (852) 2843 4609 

            (852) 2246 9671 (查询) 

Fax： (852) 3589 2561 

Email： hostel@caritas.org.hk 

 
Website: 

http://www.caritas-
chs.org.hk/chi/dormitory
_location.asp 
 

Single or twin Room 单

人/双人房  

HK$7,500 up  
(Monthly)  
 
All room inclusive of 
electricity charge, with 
public bathroom 
 

包电费，公众洗手间  
 
Service Client  : Male 
Students 

服务对象： 男学生 

 
 
 
 
 
 

Ditto 

 
Caritas Bianchi Lodge 

明爱白英奇宾馆 

 
4, Cliff Road, Yaumatei, 

Kowloon, Hong Kong 香 港 九 

龙 油 麻 地 石 壁 道 四 号 

 
Tel  : (852) 2388 1111 
 
Fax : (852) 2770 6669 
E-mail : cblresv@bianchi-
lodge.com 
 
Website: 

http://www.caritas-
chs.org.hk/chi/bianchi_lo
dge_srv.asp 
 

Daily Rate * 
Single Room $400 
uo/day 
 
Twin Room $520 up 
/day 
 
 
* Daily room rate and 
daily extra bed included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设月租  

(须连续入住 30 晚) 

Monthly Package is 
available (must stay 30 
consecutive days) 

* Plus 10% service charge 
 

* 另收加一服务费 

 

 

mailto:hostel@caritas.org.hk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dormitory_location.asp
mailto:cblresv@bianchi-lodge.com
mailto:cblresv@bianchi-lodge.com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bianchi_lodge_srv.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bianchi_lodge_srv.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chi/bianchi_lodge_srv.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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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tas Oswald Cheung 
International House 

明爱张奥伟国际宾馆 

 
20 Tin Wan Street, Tin Wan, 
Aberdeen, Hong Kong. 

香 港 - 香 港 仔 田 湾 街 二 十 

号  

 
Tel  : (852) 2903 0263/ 
          (852) 2903 0264 
Fax : (852) 2903 0101  
 
E-mail : cocih@caritas-
chs.org.hk 
 
Website: 

http://www.caritas-
chs.org.hk/eng/oswald_l
odge.asp 

Daily Rate * 
 
Standard Twin Room  
$330 up / day 
 
* Daily room rate and 
daily extra bed included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设月租  

(须连续入住 30 晚) 

Monthly Package is 
available (must stay 30 
consecutive days) 

* Plus 10% service charge 
 

* 另收加一服务费 

 
 
 
 
 
 
 
 
 
 
 

 
  

mailto:cocih@caritas-chs.org.hk
mailto:cocih@caritas-chs.org.hk
http://www.caritas-chs.org.hk/eng/oswald_lodge.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eng/oswald_lodge.asp
http://www.caritas-chs.org.hk/eng/oswald_lodg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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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Room Types / 
Room Charges 
[and facilities] 

 

Remarks Photos 

Holy Carpenter Guest House 

圣匠宾馆 

 

1 Dyer Avenue, Hunghom, 
Kowloon 

九龙红磡戴亚街一号 

 

Tel (852) 2362 0301 / 3960 4399 

Fax：(852) 2362 2193 

Email：

guesthouse@holycarpe
nter.org.hk 

 

Website:  

http://www.holycarpenter.org.h
k/holyHotel/main06.htm 

 

Twin-bed Room 双人房 

HK$510 up 

Triple-bed Room 三人房 

HK$680 up 

Free Wi-Fi 免费无线上网 

 

 

Begonia  Residence  (Y 
Hospitality) 

海棠轩 

66 Begonia Road, Yau Yat Chuen, 
Kowloon, Hong Kong 

九龙又一村海棠路 66 号 
 

Tel : (852) 3443 1881  

 

Fax : (852) 3443 1803  
 
E-mail :  

begonia@yhk.com.hk 
 
 
Website:  

http://www.yhk.com.hk 

 

Studio 183' - 258' 
$13,500 up /month 

 

 Reception & 
Housekeeping services 

 24-hour security & 
closed-circuit 
surveillance 

 Air-conditioning with 
individual control 

 Non-smoking premises 

 Multi-channel cable TV 

 In-room broadband 
internet and wi-fi service 

 In-room IDD telephone 
& voice mail 

 Personal electronic safe 

 Electronic key lock 
system 

 Professional laundry & 
dry-cleaning service 

 Launderette with coin-
operated washers & 
dryers 

 
 
 
 
 
 
 
 

 

 

 

mailto:guesthouse@holycarpenter.org.hk
mailto:guesthouse@holycarpenter.org.hk
http://www.holycarpenter.org.hk/holyHotel/main06.htm
http://www.holycarpenter.org.hk/holyHotel/main06.htm
mailto:begonia@yh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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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住宅及酒店 

   Apartments and Hotels 

Options Room Types / Room 
Charges [and 

facilities] 
 

Remarks Photos 

 
Contended Living 

安怡居 

 
Office address: 
10/F, The Wave, 4 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九龙观塘兴业街 4 号 The 

Wave 10 楼 

 
Hong Kong Tel:  
+852 3619 4662 
 
E-mail: 

info@contentedlivings
.com 
 
Website: 

http://www.contentedli
vings.com/ 

 
Mong 
Kok 
 

 
Single room 
HK$4100 up/ 
month 
 
 

 

除了水电煤气等用者自付的费用

之外，租金已包含所有费用，包

括物业管理费和差饷地租等。我

们不会向住客收取中介费。 

 

Jordan  Single room 
HK$3800 up/ 
month 
 

 
Tsim Sha 
Tsui 

 
Single room 
HK$8000 up/ 
month 
 
 

 
Uni Hall Limited 

尚学苑 

 
180 – 182 Tai Po Road, Sham 
Shui Po, Kowloon  

香港九龙深水埗大埔道 180 

– 182 号 
 
Tel: (852) 3426 9993  
 
Email: 

enquiry@unihall.com.
hk 
 
Website:  

http://www.unihall.com
.hk 

 
2 /3 Bedrooms,  
max 3/4 persons  
HK$5,200 up/month 
(per head) 
 
WIFI –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is available in each 
apartment 
 
24-Hour Onsite Security 
Management.  

 
The apartments will be managed by 
professional teams responsible for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access 
control system. 
 
Standard room cleaning once a 
week. 
 
All residents that reside in a flat will 
be jointly responsible for all fe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cence 
fees, service and management fees, 
water, electricity and gas charges 
etc. 
 
 
 
 
 
 
 

 
 

 

 

file:///C:/Users/angelyeu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E5MBJQL1/info@contentedlivings.com
file:///C:/Users/angelyeu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E5MBJQL1/info@contentedlivings.com
mailto:enquiry@unihall.com.hk
mailto:enquiry@unihall.com.hk
http://www.unihall.com.hk/
http://www.unihal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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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Room Types / Room 
Charges [and 

facilities] 
 

Remarks Photos 

YESINN HOTEL @YAUMATEI 

悦思酒店 (油麻地) 

 
1, WING SING LANE,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龙油麻地永星里 1 号 

 
Tel: (852) 2771 8088 
 
Fax: (852) 3007 5661 
 

Email: YMT1@yesinn.com 
 
Website:  

http://www.yesinn.com
/ymt/eindex.htm 

Standard 4 Bed Mixed 
Dorm Ensuite 
HKD $208 up /night per 
head 
 
Standard 8 Bed Female 
Dorm Ensuite  
HKD $198 up /night per 
head 
 
Standard Single Private 
Ensuite  
HKD $400 up /night per 
head 
 
Basic Twin Private Ensuite  
HKD $600 up /night 

 

 

 
YESinSPACE (KOWLOON)  

悦思服务式公寓 

 
4/F, 10, ANCHOR STREET, TAI 
KOK TSUI, KOWLOON 

香港大角咀晏架街 Yesinn 

House 4 楼 

 
Tel: (852) 3427 6000/ 8135 
7288 (enquiry 9:00-20:00)  
 
Fax: (852) 8338 6467   
 

Email: sp1@yesinn.com 
 
Website:  

http://www.yesinspace
.com/ 
 

 
Single (Without 
Kitchenette)$5,700up/mon
th 
 
Standard(Twin/Double) 
with kitchenette 
$13,600up/month 
 
Deluxe(Twin/Double) with 
kitchenette $17,500up 
/month 
 
 

 
Private washing room with 24  
  hours hot water shower 
bed, working desk, chair and  
  wardrobe 
Opening kitchenette with cooking 
  set 
Air-conditioning, refrigerator, hair 
  dryer and free WiFi 

 
 

 
The Grand Blossom 

盈采华庭 

 
No. 123 Bulkeley Street,  
Hung Hom, Kowloon 

红磡宝其利街 123 号 

 
Tel.: (852) 6999 5123 
 
Website: 
http://www.grandbloss
om.com.hk/ 
 

 
Single suites/ Shared rooms 
$8,000 up/month 

 

 

mailto:YMT1@yesinn.com
http://www.yesinn.com/ymt/eindex.htm
http://www.yesinn.com/ymt/eindex.htm
mailto:sp1@yesinn.com
http://www.yesinspace.com/
http://www.yesinspace.com/
http://www.grandblossom.com.hk/
http://www.grandblossom.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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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Room Types / Room 
Charges [and 

facilities] 
 

Remarks Photos 

 
Bay Bridge Hong Kong  

香港汀兰居 
 
123 Castle Peak Road 
Yau Kom Tau, Tsuen Wan 

荃湾油柑头青山公路 123 号 
 
Tel: (852)  2945 1111 
 
Fax: ( 852) 2493 8033 
 
Email: 

sales@baybridgehong
kong.com 
 
Website: 

http://www.baybridgeh
ongkong.com/ 
 

 
Units without kitchenette 
Studio 440 - 460 sq.ft 
$15,500 up/month 
 
 
 
 
 
 
 
 
 
 
 
 

 
Twice a week cleaning services  
 
Air conditioning, electricity and 
water supply  
Including •Accommodation fees, 
government rates, legal fees and 
management fees  
 
Free in-room Wi-Fi internet access  
Weekly Package is available too 
 

 

 

 
Harbourview Horizon Suites 

海韵轩 

 
12 Hung Lok Road, Hung Hom 
Bay,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龙红磡湾红乐道 12

号 

 
Tel. 31578888 
 
Website: 

http://www.horizonhot
els.com.hk/hotel-
harbour-front.html 
 

 
Monthly rental starts from 
HK$18,800/ 647-724 sq.ft 
Two rooms 

 

 

 
Harbour Plaza 8 Degrees  

8 度海逸酒店 

 
199 Kowloon City Road, 
Tokwawan, Kowloon,  

九龙土瓜湾九龙城道 199 号 
 
Tel: (852) 3900 3000 
Fax: (852) 3900 3008 
 
Email:  

rsvn.hp8d@harbour-
plaza.com 
 
Website:  

http://www.harbour-
plaza.com/8degrees/S
pecialOffer-Monthly-
Stay-Special--tc.htm 

 
City Superior Room  
HK$15,700 up 

城市景观高级客房 

 
City Deluxe Room  
HK$17,300 up 

城市景观高级客房 

 

 
 Inclusive of 10 % service charge, 

electricity, water supply 
and prevailing government tax 
(currently at 0%) per room or 
suite per 30 consecutive nights 

 以上房间价目每房每 30 晚已

包加一服务费、电费、水费及

适用之政府税 

(现时政府税为百份之零) 
 

 
 

mailto:sales@baybridgehongkong.com
mailto:sales@baybridgehongkong.com
http://www.baybridgehongkong.com/
http://www.baybridgehongkong.com/
tel:31578888
http://www.horizonhotels.com.hk/hotel-harbour-front.html
http://www.horizonhotels.com.hk/hotel-harbour-front.html
http://www.horizonhotels.com.hk/hotel-harbour-front.html
mailto:rsvn.hp8d@harbour-plaza.com
mailto:rsvn.hp8d@harbour-plaza.com
http://www.harbour-plaza.com/8degrees/SpecialOffer-Monthly-Stay-Special--tc.htm
http://www.harbour-plaza.com/8degrees/SpecialOffer-Monthly-Stay-Special--tc.htm
http://www.harbour-plaza.com/8degrees/SpecialOffer-Monthly-Stay-Special--tc.htm
http://www.harbour-plaza.com/8degrees/SpecialOffer-Monthly-Stay-Special--t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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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Room Types / Room 
Charges [and 

facilities] 
 

Remarks Photos 

 
The Cityview  

城景国际 
 
23 Waterloo Road, Kowloon 

九龙窝打老道 23 号 

 
Tel: (852) 2783 3888  
Fax: (852) 2771 5238 
 
E-mail: 

info@thecityview.com.
hk 
 
 
Website: 

https://thecityview.com
.hk/ 
 

 
Premier Room 
Deluxe Room 
Economy Plus Room 
 
Monthly rental starts from 
HK$20,000up/ single or 
twin room 

 
Free Wi-Fi, Free use of Fitness 
Center 
Discount on laundry service 

 

 

 
Mantin Heights 

皓畋 
 
28 Sheung Shing Street, 
Homantin 

何文田常盛街 28 号 

 
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Tel: (852) 69926474 -Leo 
Fan  
 
Website: 
http://www.mantinheights.
com.hk/HMT/tc/index.html 
 

 
 
 
 
 
 
 

 
 Monthly rental starts from 
HK$23,000 / 528-609 sq.ft 
Two rooms 

 
Club house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https://thecityview.com.hk/
https://thecityview.com.hk/
http://www.mantinheights.com.hk/HMT/tc/index.html
http://www.mantinheights.com.hk/HMT/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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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篇  
Hong Kong Culture 

 沟通文化 Communication Culture 

在香港，朋友间通常互以对方的名字称呼，跟内地称呼小李、小黄不同。在社

交圈子，称呼长辈和上级时，较稳当的做法是加上对方的称谓，如李先生、陈

博士、王教授等。最好让你的本地朋友有适当的私人空间，特别是当你与对方

还未熟稔的时候，闲谈更不应直接询问对方家住哪里，每月薪金或存款有多少

等私人问题。香港人注重个人私隐，习惯只会跟混熟朋友才分享，面对陌生人

或初相识的未必会跟内地人爽直的性格一样。除了称呼及相处上有需注意的地

方外，日常生活中，你或许会察觉到有些古怪眼光，例如有人坐在为有需要人

士预设的关爱座上，而有老人家、孕妇或儿童在旁都没有让座；携带大型行李

时使用扶手电梯，不改用升降机，容易造成意外发生。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eng/plan-your-

trip/traveller-info/about-hong-kong/language-and-culture.jsp 

 卫生文化 Health Culture 

为了确保环境清洁安全，保持市容整洁，香港政府在二零零二年年中开始实施

有关公众地方洁净罪行的定额罚款制度，以保持公众地方清洁。任何人士在公

众地方乱抛垃圾、随地吐痰、非法张贴街招、容许狗只粪便弄污街道，都可被

处以罚款。定额罚款制度由七个政府部门执行，包括食物环境卫生署、康乐及

文化事务署、渔农自然护理署、房屋署、环境保护署、海事处和香环境卫生署

及香港警务处。为了加强阻吓作用，由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起，定额罚款

增至 1,500 元，各执法部门会采取「绝不容忍」的执法政策，检控违例者。大家

应合力保持香港清洁，切勿乱抛垃圾或随地吐痰。 此外，在公众地方晾晒衣物，

不但妄顾公德，还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及个人卫生。大家为了保持香港市容整

洁，请不要在公众地方晾晒衣物。 

 

香港人习惯使用

扶手电梯时，靠

右边站立，用左

边步行的！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eng/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about-hong-kong/language-and-culture.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eng/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about-hong-kong/language-and-cultur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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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http://www.fehd.gov.hk/english/ 

 

 

 

 购物文化 Shopping Culture 

香港是购物天堂，香港人看重消费者权益，设有独立的法定机构「消费者委员

会」，专责维护和保障消费者在购买货品、不动产、服务等各方面的权益。如

发觉货品跟售货员所表达的有很大出入，或任何有关消费的问题，消费者可以

通过书面、电话、电邮、消费者委员会网站，又或亲身前往消费者委员会各咨

询中心，与消费者委员会联络。 

盗版货品指任何未经版权持有人同意而复制的货品，冒牌货品则指任何冒充其

他商标的货品。在香港售卖盗版货品或冒牌货品，均属违法，可被检控，一经

定罪，最高刑罚为入狱四年及每件侵权货品罚款港币 50,000 元，而侵权货品则

会被充公，切勿以身试法。作为消费者，当然希望购得称心满意和物有所值的

货品。购买盗版或冒牌货品，消费者不但没有权益保障，还可能蒙受财物损失，

甚至危害生命安全，相信大都留意过冒牌电器产品可能造成火警、服食冒牌药

物可引致生命危险等新闻报导。正版货品虽然较昂贵，但质量有保证，并符合

政府订定的标准，大家可到贴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号选购正版货品。“正

版 正 货 承 诺 ” 计 划 网 址 ： http://www.nofakes.hk 知 识 产 权 署 网 址 ：

http://www.ipd.gov.hk 

在外地购买的电器，未必适合在香港使用。额定电压低于 200V（伏特）的电器，

例如额定电压为 110V 的影音器材及家庭电器，均不可直接接驳本港的家居供电

http://www.fehd.gov.hk/english/
http://www.nofakes.hk/
http://www.ipd.gov.hk/


 

 

38 给留学生的香港生活指南 

 

系统。电器必须装有符合安全规格的三脚插头，包括符合 BS 1363 安全标准的

13A（安培）方脚插头，以及符合 BS 546 安全标准的 5A 或 15A 圆脚插头。不要

使用装有两脚插头的电器，除非该电器装有符合安全标准 BS 4573 或 EN 50075

的两圆脚插头，并只是从浴室的须刨插座取电，例如电动刮胡刀和电动牙刷等。 

消费者委员会网址 Consumer Council Website：http://www.consumer.org.hk 

热线 hotline：2929 2222  

 

 禁烟文化 No Smoking Culture 

由于吸烟或吸入二手烟，同样会损害健康。长期

吸入二手烟，可导致肺癌、心脏病等致命疾病。

为保障市民的健康，免受二手烟影响，香港政府

将以下地方已列为禁止吸烟区： 

 公共交通工具 

 室内公众范围，例如食肆及卡拉 OK 的室内地方 

 室内工作间 

 街市、店铺及商场的室内地方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公园、运动场、公众泳池及泳滩 

 幼儿中心、学校、医院（室内及室外地方） 

 公共升降机、扶手电梯（室内及室外地方） 

 六类娱乐场所，包括酒吧、夜总会、会所、浴室、按摩院及麻将天九会

所的室内地方 

 公共运输设施 

此外，定额罚款制度已于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实施。根据《定额罚款（吸烟罪

行）条例》，任何人在法定禁止吸烟区内吸烟或携带燃烧的香烟、雪茄或烟斗，

执法人员有权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罚款 1,500 元。法例亦赋予禁止吸烟

区管理人执行法例的权力。违例吸烟者在管理人劝谕后仍不弄熄燃点中的香烟、

雪茄或烟斗或离开禁止吸烟区，管理人可要求该人离开或提供个人资料及出示

身分证明文件。欲知更多有关烟草祸害及控烟法例的资料，请浏览卫生署控烟

办公室网站. 

http://www.consumer.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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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署 控 烟 办 公 室 Tobacco Control Office （ 网 址 Website ：

https://www.tco.gov.hk/ ）     

查询热线 hotline（电话 Tel：2961 8823）。 

卫生署戒烟辅导服务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Providers in Hong Kong 

查询或预约请电卫生署综合戒烟热线︰1833 183 (按 1 字) 
Integrated Smoking Cessation Hotline: 1833 183 (Press 1) 
 

 交通文化 

过马路守则 The Road Crossing Code：香港交通和过马路文化跟内

地不同。行人横过马路时，必须使用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或交通灯等

行人过路设施。香港政府会聘请专人负责检控违反交通规则的司机和途人，马

路如虎口，切勿以身试法。如马路没有设置行人过路设施，行人横过马路时，

应特别注意以下要点： 

 选择一处可清楚看到四周交通情况的过路处。 

 切勿站在行人路边缘位置，以免被来往车辆撞倒。 

 让司机知道你有意横过马路，但留意司机不一定会让路给你。 

 在确定有足够时间安全横过马路后，尽快直线步行过路。 

 横过马路时仍要留意突然驶近的车辆，尤其是正在转弯的车辆。 

 不要一边横过马路，一边使用流动电话、收听音响播放或与同行者交谈。 
 

Transport Department 
http://www.td.gov.hk/en/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chapter_2_for_pedestrians/t
he_road_crossing_code_/index.html 

踏单车方式 Safe Cycling：香港地少人多，人烟稠密，部分市民会用单

车代步，以纾缓交通挤塞。不过，随处乱泊单车，会阻挡驾驶者及行人的视线，

对道路用户构成危险。因此，请市民合作，把单车停泊在指定的位置，保持香

港市容整洁。为保障安全，在路上骑单车时，请注意以下的规则及安全措施： 

✓ 骑单车前，必须检查单车（尤其是剎车掣）是否可供安全使用，并戴上合适     

的头盔、护膝等保护装备。 

✓ 必须遵守所有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 

https://www.tco.gov.hk/
http://www.td.gov.hk/en/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chapter_2_for_pedestrians/the_road_crossing_code_/index.html
http://www.td.gov.hk/en/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chapter_2_for_pedestrians/the_road_crossing_code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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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间应穿着鲜色衣服，在黄昏、夜间或能见度差时应穿着反光或荧光衣

服。 

✓ 在黑夜或能见度低时，车头要亮白色灯，车尾要亮红色灯。 

✓ 除非超越前车或右转，否则必须单排及靠左行驶。 

✓ 在设有单车径的道路，必须使用单车径。 

 

✗ 不可载客。 

✗ 不可运载妨碍视线或妨碍平衡的货物或动物。 

✗ 骑单车时，双手不可离开把手，双脚不可离开踏板。 

✗ 在马路上，不可攀附其他车辆，也不可拖曳任何物品。 

✗ 11 岁以下的小童，不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下在马路上骑单车。 

✗ 不可在行人路上骑单车。 

✗ 切勿在车流中左穿右插。 
 

Transport Department 
http://www.td.gov.hk/mini_site/cic/en/safe-cycling/cycling-rules.html 

 

 

 

 

 

 

 

 

 

 

 

 

 

 

 

http://www.td.gov.hk/mini_site/cic/en/safe-cycling/cycling-rules.html


 

 

41 给留学生的香港生活指南 

 

恶劣天气篇 
Adverse Weather 
 

香港台风信号 Hong Kong's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Signals 

香港不同地区的天气情况，不能够单凭天文台发出的信号推断，你应该留意电

台、电视台及天文台网站及「打电话问天气」系统（电话：1878 200）所提供的

热带气旋最新消息及有关报告，然后就发出的信号决定采取适当的相应行动。

一号戒备信号发出后，你在计划活动时，要考虑热带气旋的影响，并注意离岸

海域可能有强风。 三号信号发出后，通常在 12 小时之内香港普遍会吹强风，在

离岸海域及高地的风力更可能达烈风程度。你应绑紧容易被风吹动的对象，尤

其是放于露台及屋顶的对象，并巩固围板、棚架及临时建筑物。当天文台预料

未来两小时内会发出八号信号，便会向公众发布“预警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之特别报告”，提醒返家路程偏远、转折或居住离岛的市民及早启程回家。八

号信号发出后，你应在烈风吹袭前完成所有预防措施，并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

关紧门窗。九号或十号信号发出时，你应已做妥所有预防措施，切勿外出，并

应远离当风的门窗，以免被吹来的碎片杂物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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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暴雨警告 Rainstorm Warning System 

黄色暴雨警告 Amber Rainstorm Signal 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

或预料会录得每小时雨量超过 30 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同学们应采

取预防措施，以减少因大雨引发的危险。大家应留意电台及电视台有关最新天

气、道路和交通情况的广播。 

红色暴雨警告 Red Rainstorm Signal 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

料会录得每小时雨量超过 50 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在空旷地方考察

或研究的同学应暂停工作，直至天气情况许可为止。如须外出，应先仔细考虑

天气及道路情况。。 

黑色暴雨警告 Black Rainstorm Signal 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

预料会录得每小时雨量超过 70 毫米的豪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同学们应留在

室内，或到安全地方暂避，直至大雨停止。在空旷地方考察或研究的同学应停

止工作，并到安全地方暂避。如无法找到安全地方，可到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

临时庇护中心暂避。 

其他天气警告 Other Weather Warning 

强烈季候风信号 The Strong Monsoon Signal 生效时，大家应该留意

天气报告所述的风向。该信号是表示本港境内任何一处接近海平面的地方，冬

季或夏季季候风的平均风速当时已或将会超过每小时 40 公里。在十分空旷的地

方，季候风的风速可能超过每小时 70 公里；气流亦可能会受到附近建筑物或地

形的影响，令局部地区的风力会特别疾劲。如果在当风的地方，可能会受到季

候风正面吹袭，请采取预防措施，以防强劲阵风造成破坏。花盆及可能被风吹

倒的对象应搬入室内。参加海上运动的同学们请特别小心，以防大风及大浪引

致的危险。靠近岸边的海面亦可能会有大浪及暗涌，大家应远离岸边，以策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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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 Special Announcement on Flooding in 

The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提醒大家应注意大雨可能引致新界北部低洼

地区出现水浸。请留意电台及电视台广播的最新消息，并做好预防措施，以防

止因水浸引致人命及财物损失。大雨更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远离河道。 

雷暴警告 Thunderstorm Warning 旨在提醒大家雷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一至数小时内）影响香港境内任何地方。无论雷暴影响范围广泛或只涉及某

一地区，天文台都会发出雷暴警告。如果雷暴在短时间内只影响某一地区，天

文台会在雷暴警告中说明那个地区受影响，以提醒大家作出适当安排。如果雷

暴可能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或影响境内其他地区，天文台会延长雷暴警告。如

果雷暴影响范围广泛或影响的地区不断转移，天文台只会在雷暴警告中指出雷

暴将影响本港，而不会提及个别地区。雷暴警告发出后，请留在室内。在室外

活动的同学们，应到建筑物内暂避。切勿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运动。避免在露

天地方使用电话或使用其他以插头接上电源的电器，包括计算机等。切勿接触

天线、水龙头、水管、铁丝网或其他金属装置。切勿处理以开口容器盛载的易

燃物品。切勿站立在山顶上或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树木或桅杆容易被闪电击

中，应尽量远离。闪电击中物体后，电流会经地面传开，因此不要躺在地上，

潮湿的地面尤其危险。应该尽量减少与地面接触。远足及其他户外活动的同学，

应不断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留意暴雨可能随时出现，切勿在河流、

溪涧或低洼地区逗留。雷暴中常出现狂风或猛烈阵风，风速骤然增强或风向突

然改变。如遇上龙卷风，应立即躲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远离窗户，并用手或厚

垫保护头部。如在室外，应远离树木、汽车或其他可被龙卷风吹起的对象。 

山泥倾泻警告 Landslip Warning 生效时，大家应取消不必要的约会，留

在家中或其他安全地方。避免走近陡峭的斜坡和护土墙。如果接获有关当局通

知，得悉身处的地方有山泥倾泻危险，应该立即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如果

认为居住的地方受到危险斜坡、护土墙或悬垂大石所威胁，也应立即撤离，到

安全地方暂避。请留意电台及电视台广播最新的警告消息，做好预防措施，以

减少因山泥倾泻引致的财物损失和伤亡。 

香港天文台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 
 

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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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Appendix 1 

出发前备忘 

Pre-departure Checklist 
以下是出发前备忘及来港前后需要预备的物品清单。列表主要为一

些参考数据，同学可因应个人需要及情况以作考虑。当中部分物

品，同学亦可考虑来港后才购买，以减少携带大量行李的不便。 

Below is the checklist of the things that you need to prepare before and after you travel to 

Hong Kong. The list is for students’ reference only and you should consider your own 

situation when preparing the below items. Some of them can be bought in Hong Kong easily 

so that you can just buy the things in Hong Kong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e of 

carrying heavy baggage. 

 

出发前备忘：Pre-trip Reminder  

 有效护照或旅行证件   Valid passport or travel documents 

 有效学生签证  Valid Student Visa 

 安排保险 Insurance arrangement 

 通知校方到港日期及时间  Inform college the arrival date and time 

 安排住宿 Arrange accommodation 

 缴交学费 Pay tuition fee  

 把旅游证件、航班资料、保险、录取通知书等数据备份给亲友 Prepare the 

copies of travel documents, flight information, insurance, confirmation letter to parents 

and relatives 

 

个人物品清单： Personal belongings Checklist 

 
 相关文件及证书 Relevant documents and certificates 

 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内地身份证、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其它有关证件等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such as passport, Identity card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大学报到文件（视乎各有关部门要求，例 如录取通知书等） 
Registration documents (Depends on the requirement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schools, for example, confirmation letter) 

 高考成绩单原件，以及 TOEFL、IELTS 等其他考试成绩单原件（如适用）

Original transcript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other 

examinations such as TOEFL and IELTS  

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附錄一Appendi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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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高中毕业证书原件 Original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ion Certificate 

 户口本复印件（以作银行开户时用）A copy of Household Register (For open 

bank account) 

 照片：两吋（8 张）及护照 大小照片（4 张），建议可预备多些及在电子邮

箱中保留原件备用  
Photo: 2 inches (8 pieces) and passport size photo (4 pieces), you are suggested to 

prepare more photos and save the original photo in your email 

 信用咭或银行咭 Credit card or Bank debit card 

 所有原件项目请复印留在家中以作存档 Make copies of all original documents 

 

携带衣饰种类： Clothes  

 香港气候温和，春夏季节较炎热潮湿，简单薄身绵质衣物较适宜，但建议多

带一件薄外套（香港室内空调温 度较低）。秋天天气干燥，轻便外衣或 薄

毛衣已足够。冬天不算太冷，毛衣或棉衣已可以。  

Generally, the weather in Hong Kong is warm but it is quite muggy during spring and 

summer. You are suggested to wear some thin clothes and bring a coat. (The indoor 

temperature is quite low). The weather in autumn is cool and dry. A thin sweater is 

enough to keep warm. Winter in Hong Kong is not very cold. You can just wear sweater 

and overcoat. 

 鞋子：为要参加各项活动，相信一双球鞋是不可少的。 

Shoes: You need to have a pair of sneakers for joining different activities. 

 

生活用品种类：Daily necessities 

 个人护理：因应个人需要自备常用药品、个人护理用品、化妆品等。  

Personal care: Prepare medicines, personal care supplies, cosmetics depends on your 

needs. 

 床上用品：枕头、床单、被子自备  

Beddings: Prepare your own pillow, bedclothes and blanket 

 日常用品：起居用品如梳子、镜子等；餐具，如筷子、汤匙等不占位置的餐

具；杯子或水壶；毛巾、浴巾、牙刷等个人清洁用品；雨伞；衣架。不建议

带厨具。  

Daily necessities such as comb, mirror etc. 

Cutlery such as chopsticks, spoon  

Cup, kettle, towel, toothbrush, 

Umbrella, clothes stand 

You are not suggested to bring kitchenware  

电器用品种类：Electrical app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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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插头：香港的插头是三脚扁平式  

Adapter plug set: Three-pin plug in Hong Kong 

 接线板 Patch board 

 充电器  Charger 

 网线（LAN 线），以便连接计算机上网 

Network cable/ LAN cable for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手提电话 Mobile phone 

 手提电脑  Laptop 

其它物品：Others  

 适量现金（港币及原籍国家货币） 

Sufficient amount of Cash (Both Hong Kong dollar and currency of your country) 

 适量文具 Some stationeries 

 个人兴趣物品，如小说 Personal interest items such as fiction 

 辅助学习工具，如字典 Reference books such as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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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Appendix 2 

开学备忘  
Checklist for Starting Semester 
 

以下是开学前备忘，及注册日要处理的项目。主要为一些参考数据，同学可因

应个人需要及情况以作考虑。 

 

Below is the reminder for registration day and the checklist of some preparation work before 

the semester starts. You may consider your own situation and take the checklist below for 

reference. 

 

开学前备忘 Preparation before semester starts 

 开设本地手提电话号码    
Get a local mobile phone number  

 下载有用 APPS，如香港铁路公司(MTR)、九龙巴士公司(KMB)、天文台、

OPENRICE、煤气公司等 

Download some useful APPS such as MTR, KMB, Hong Kong Observatory, 

OPENRICE, Towngas etc 

 开设香港银行户口，包括提款卡、支票簿等银行服务  
Open a Hong Kong Bank Account including ATM Card, cheque book etc 

 开设缴费灵户口  
Open an EPS Account 

 寻找理想和合适的居住地点  
Find a suitable place to live 

 申请并预约安装家居上网、煤气检查等 (如适用)  

Register and install home broadband, towngas checking (If applicable) 

 网上预约申领香港身分证 
      Online Appointment Booking for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Application 

 

 

注册日备忘 Reminder for Registration Day ( 9, 10, 13 August 2018 ) 

 领取学生证  
Collect Student Card 

 申请学生储物柜  
Application of Student L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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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你的 TWC 学生电邮、BLACKBOARD 及 POWERCAMPUS 系统 
Activate your TWC email account, BLACKBOARD and POWERCAMPUS system 

 前往学生事务处的信息站，索取活动巡礼及精美礼物  
Visit SAO booth and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ing SAO activities 

 前往各学生组织的摊位  
Visit the booths of different societies 

 参加 OCAMP   
Join OCAMP 

 记下「着数日」的日期  
Mark down the date of “Jetso Day” 

 前往图书馆参加迎新工作坊  
Go to library and join the workshop 

 

 

迎新日备忘 Reminder for Orientation Day  ( 31 August 2018 ) 

 
 参加由教务处举办的开学礼 

Join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new student organised by Registry  

 参加由学生事务处举办的迎新简介 
Join the Orientation arranged by Student Affairs Office   

 参加由各学院举办的迎新介绍活动 
Join the Orientation for new student organised by Schools   

 
 

「着数日」备忘 Reminder for “Jetso Day”(6-7 September 2018) 

 申请学生个人八达通乘车优惠  
Application of Student Octopus Card Travelling discount 

 参加各学会活动及运动组织  
Join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different student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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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Appendix 3 

鸣谢及参考数据  
Acknowledgement and Reference 
 

此小册子得以涵盖有关主题的详细及最新信息，实有赖以下来源所提供的宝贵

数据，特此鸣谢。在编写本指南的过程中，参考了一些机构的网页资料，有关

数据源已载列如下：  

This is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e below units for providing us all the 

valuable and latest information. 

The references used in writing the guidebook are listed below:  

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 GovHK： www.gov.hk/tc/residents/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网页 Department of Health：http://www.dh.gov.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邮政网页 Hong Kong Post：

http://www.hongkongpost.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网页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ww.immd.gov.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金融管理局网页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www.hkma.gov.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处新来港定居人事服务指南(第二十二版)：Home 

Affairs Department-Service Handbook for New Arrivals (22nd edition) 

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

inland/handbook.htm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政府 Wi-Fi 通网页 Government Wi-Fi Programme 

：www.gov.hk/tc/theme/wifi/program/index.htm  

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网页 Hong Kong Council on Smoking and Health: 

www.smokefree.hk  

 

http://www.gov.hk/tc/residents/
http://www.dh.gov.hk/
http://www.hongkongpost.hk/
http://www.immd.gov.hk/
http://www.hkma.gov.hk/
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handbook.htm
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handbook.htm
http://www.gov.hk/tc/theme/wifi/program/index.htm
http://www.smokefre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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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汇丰银行网页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SBC)：www.hsbc.com.hk  

香港旅游发展局网页 Hong Kong Tourism Board：www.discoverhongkong.com  

香港铁路公司网页 MTR Corporation：www.mtr.com.hk  

香港中文大学网页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www.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健康促进及防护委员会网页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alth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www.cuhk.edu.hk/health_promote_protect  

东华学院网页 Tung Wah College：https://www.twc.edu.hk/en/index.php 

 

 

 

 

 

 

 

 

 

 

 

 

 

 

 

 

http://www.hsbc.com.hk/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http://www.mtr.com.hk/
http://www.cuhk.edu.hk/
http://www.cuhk.edu.hk/health_promote_protect
https://www.twc.edu.hk/e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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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Appendix 4 

校内通讯簿 Telephone Directory 

学校行政及支持 

部门 校舍 楼层 电话 电邮 网页 

校长办公室 

President’s Office 
KP 18 3190 6630  

https://www.twc.edu.hk/en/twc/Ab
out_TWC/presidents_office 

教务处柜台服务 

Registry Counter Service 
KP 8 3190 6673 registry@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
stration_Units/reg 

财务处柜台服务 

Finance Office Counter 

Service 

MKA 10 3468 6638 fo@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

stration_Units/fo 

信息科技服务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Office  

MKB Rm 901 3468 6646 

itso@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

stration_Units/itso 信息科技服务处服务柜台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Office Helpdesk 

KP Rm 1004 3190 6640 

MKB 
Rm 

1001 
6710 0778 

校园设施管理处 

Facilities Management 

Office 

MKB 11 3190 6600 fmo@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

stration_Units/fmo 

图书馆 Library KP 5-6 3190 6650 lb@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

stration_Units/lib 

餐厅 Canteen KP 4 2783 0920   

设施管理处 

Security Control Room 
/ / 3190 6610   

结合保健中心 

Integrative Health Centre 

红磡宝其利街 73 号

东禧阁一楼 

1/F, Tung Hei Court, 

73 Bulkeley St, 

HungHom, Kowloon 

3568 4550  
https://www.twc.edu.hk/en/Acade
mic_Units/NUR/our_service#main

-content 

学生事务支持及组织 

部门 校舍 楼层 电话 电邮 网页 

学生事务处 

Student Affairs Office 
KP 19 3190 6660 sao@twc.edu.hk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
stration_Units/sao 

学生会 

Students’ Union 
KP 19 3190 6607 su@twc.edu.hk   

http://www.facebook.com/TWCSU 

 

mailto:fo@twc.edu.hk
mailto:itso@twc.edu.hk
mailto:fmo@twc.edu.hk
mailto:lb@twc.edu.hk
mailto:sao@twc.edu.hk
mailto:su@twc.edu.hk
http://www.facebook.com/TWC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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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学院和富领袖网络 

TWC Wofoo Leaders' 

Network 

 

MKA 9 -- twcwln@twc.edu.hk http://www.facebook.com/twc.wln  

教学与学习室 Teaching and Study Room 

学习室 校舍 楼层 

 

学习室 校舍 楼层 

Medical Science Lab 

Radiation Therapy 

Laboratory 

KP 12, 13 Computer Lab MKA 12, 16 

Health Care Lab KP 15 Computer Lab MKB 10, 12 

Occupational Therapy Lab MKB 
14-18, 

23 
Computer Lab KP 1, 6. 9 

Applied Psychology Lab MKA 22-23 Learning Commons MKA 12 

Centre for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anguage 

Enhancement (CAPLE) 

MKA 16 Learning Commons MKB 10, 12 

Biz Lab KP 14 Learning Commons  KP 1, 7, 13 

 

 

 

 

 

 

 

 

 

 

 

 

 

http://www.facebook.com/twc.w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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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Appendix 5 

常用电话 Useful Numbers 

Name of Department / Organization Enquiry Tel. No. 

政府综合电话查询  

The 1823 Citizen's Easy Link (CEL) of the 

Integrated Call Centre (ICC) 

1823 

入境事务处查询及联络组  

Immigration Department (General Enquiries) 

2824 6111 

水务署水费查询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Water Bills Enquiries) 

2824 5000 接通后先选择语言，再按 1211 跟客服主任联络 

Choose the language first, then press 1211 to contact with 
the customer service manager 

申诉专员公署查询及投诉热线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Enquiries and Hotline) 

2629 0555 

劳工处查询热线  

Labour Department (General Enquiries) 

2717 1771 

社会福利署 24 小时热线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4-hour Hotline 

2343 2255 

香港天文台一般查询  

Hong Kong Observatory (General Enquiries) 

2926 8200 

打电话问天气 

"Dial-a-Weather" service 

1878 200 

法律援助署热线 

Legal Aid Department Hotline 

2537 7677 

香港邮政服务查询  

Hong Kong Post (Service Enquiries) 

2921 2222 

香港警务处紧急报警  

Hong Kong Police Force (Emergency Call) 

999 

香港警务处查询电话  

Hong Kong Police Force (General Enquiries) 

2860 2000 

香港警务处热线电话  

Hong Kong Police Force (Hotline) 

2527 7177 

消防处：召唤救护车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Call an ambulance 

2735 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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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热线  

Education Bureau hotline 

2891 0088 

渔农自然护理署 24 小时电话热线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4-hour Hotline) 

2708 8885 

环境保护署顾客服务热线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General Enquiries) 

2838 311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热线  

Air Quality Health Index (AQHI) Hotline 

2827 8541 

中华电力有限公司查询热线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General Enquiries) 

2678 2678 接通后先选择语言，再按 1 1 8 Please choose 

the language first and then press 118 

港灯查询热线  

HK Electric (General Enquiries)  

2887 3411 接通后直接联络客服主任 contact the 

customer service manager directly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Customer 

Hotlines) 

2880 6988 接通后先选择语言 ，再按 4 1 8 Please choose 

the language first and then press 418 

九龙巴士(1933)有限公司顾客服务热线 

The Kowloon Motor Bus Co. (1933) Ltd Hotlines  

2745 4466 

 

城巴有限公司  

Citybus Limited 

2873 0818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New World First Bus Services Limited 

2136 8888 

龙运巴士有限公司  

Long Win Bus Company Limited 

2261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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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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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Affairs Office 

Address: 19/F, Tung Wah College, 

31 Wylie Road, 

Homantin, Kowloon 

Tel: 3190 6660 

E-mail: sao@twc.edu.hk 

Office Hours: 9:00 – 18:00 (Mon-Fri) 

Website: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sao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sao.tw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