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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列出接受內地學生報讀之課程，其他課程詳情可參考學院網頁

東華學院
課程簡介 2022/2023 入學



學院簡介

東華學院由香港最大規模及最具經驗的慈善機構—東華三院於

2010年成立。東華學院經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查，並

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320章）注冊成為一所可頒受本科學

位課程的教育機構。

秉承東華三院「興學育材，有教無類」的教育現念，以及在醫

藥健康、教育和社福服務上的專長和優勢，東華學院致力發展

為一所提供優質高等教育的私立大學。本學院開辦的課程著重

理論實踐，旨在教導年青人無私奉獻，成為承擔社會責任的專

業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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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四所學院（人文學院、管理學院、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

和護理學院）開辦與各行各業相關的副學位及本科學位課程，

包括心理學、幼兒教育、社商企業持續發展、法庭科學、醫療

化驗科學、職業治療、物理治療、放射治療、護理及應用老年

學等。本校學生人數已超過3,400人，而自成立至今，更已培育

超過3,800名畢業生，在社會各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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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及獎項頒獎典禮

東華學院扶青社就職典禮TWC’s Got Talent 2021

東華學院音樂學會

校園生活



實習夥伴
• Belle International

• DBS Bank Limited 

• Emperor Watch and Jewellery

• Ernst & Young

• Hush Puppies HK

• Jipi Japa

• JOY & PEACE

• MaBelle

• MILLE’S

• Mirabell

• Nong’s 

• Pfizer Hong Kong

• PuraPharm International (H.K) Ltd.

• PwC Hong Kong

• STACCATO

• 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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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學院講座校友分享會

粵劇飾物製作工作坊

社會服務活動

按公司英文名稱排列

東華學院歌唱比賽



應用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入學獎學金 

HK$ 30,000
適用於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JEE，PRC）成績高
於所屬省市報讀第二批重點高校
分數線30分以上之一年級生。
如每年累計平均績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
該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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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資格 

畢業生符合資格申請成為香港心理學會（HKPC）、英國
心理學會（BPS）和澳洲心理學會（APS）的會員。 

就業/進修前景 

畢業生均具有於社會科學/心理學相關範疇工作（如社會
工作、服務業、公共關系、傳播、廣告、管理與零售）
的知識和技能。憑借他們的獨立思維，解難能力和人際
溝通技能，他們也能擔任教學和學術研究等工作。另
外，畢業生也可繼續進修，進一步在臨床，輔導，教育
或組織心理學等專業領域探索與深造。

課程特色 

本課程讓學生掌握全面的心理學理論，並將所學的知識
實踐於社福、教育、醫療保健等各種職業。同時，培訓
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解難和學術研究能力等，發展學生
的自我認知，欣賞和學習接受個人與文化的差異和多樣
性，以及堅守道德行為和專業操守。畢業生往後可於心
理學和相關範疇工作及繼續進修。

資歷架構級：  5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7/000512/L5
登記有效期： 01/09/2017 至
  31/08/2022

課程主任 梁偉聰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0 學分

學習年期 4 年

Programme Information



心理學高級文憑

課程特色 

本課程培訓學生具備基礎的心理學知識和技能，從而於
社福和醫療保健等範疇發展其事業。學生將學習心理和
社會等因素的相互關系如何影響心理健康、個人發展和
社群行為等。畢業生將能夠應用其所學的心理學知識、
溝通和人際溝通技能於健康和社會護理或相關的服務工
作上。他們也可繼續進修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學士學位
課程。

就業/進修前景 

畢業生將具備基礎的知識，能從事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
等工作。如心理服務助理、福利工作者和學生發展助
理。另外，畢業生亦可繼續進修，於本學院銜接應用心
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的高年級學位課程。

課程主任 李綺萍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60 學分

學習年期 2 年

Programme Information

資歷架構級：  4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6/000198/L4
登記有效期： 01/09/2016 至
 31/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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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

入學獎學金 

HK$ 30,000
適用於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JEE，PRC）成績高
於所屬省市報讀第二批重點高校分數線30分以上之一年
級生。 
如每年累計平均績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
該獎學金。 

專業資格* 

本課程獲香港教育局及香港社會福利署認可，畢業生均
符合資格注冊為幼稚園教師、幼兒工作員（CCW）和幼
兒中心主管（CCS）。此外，香港社會福利署亦認可畢業
生為特殊幼兒工作員(SCCW)。 

就業/進修前景 

各種幼兒教育的機構均對幼兒園教師有很大需求，包括
托兒所、幼兒園、國際學校和特殊教育中心等。畢業生
均具有能力在香港不同的幼兒教育機構工作。同時，畢
業生亦可於本地或海外繼續進修幼兒教育或相關範疇的
深造課程。

課程特色 

本課程讓學生為幼兒教育界的教學事業做好準備。學生
將學習幼兒教育的理論與教育學，以滿足0至8歲兒童的
教育需要。學生除了學習專業的知識外，課程亦會涉獵
學術研究等元素。

以遊戲為本學習及有關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童的教育
亦是本課程的特點。透過學習特殊教育的專業知識和技
能，讓學生有能力支持不同學習需要的兒童。 

資歷架構級：  5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8/000006/L5
登記有效期： 01/09/2018 至
  31/08/2022 *

課程主任 黃有豪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9 學分*

學習年期 4 年

Programme Information

*  課程評審資格有效期之延長尚待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最後批準。

*  專業資格認可之延長尚待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香港教育局及
     香港社會福利署最後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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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課程特色 

本課程為學生於幼兒教育界的教學事業做好準備。課堂
會教導幼兒教育理論與實踐，及其他專業知識，使同學
將來能勝任於為0至8歲兒童而設的幼兒教育機構工作。 

就業/進修前景 

畢業生可於托兒所，幼兒園中心，幼兒園和國際學校等
不同教育機構工作。同時，畢業生亦可於本學院銜接幼
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的高年級學位課程，或到其他
本地/海外學院升讀相關課程，繼續進修。 

專業資格* 

本課程獲香港教育局及香港社會福利署認可，畢業生均
符合資格注冊為幼兒園教師、幼兒工作者（CCW）和幼
兒中心主管（CCS）。 

資歷架構級：  4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6/000585/L4
登記有效期： 01/09/2016 至
  31/08/2022*

課程主任 李秀文女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72 學分

學習年期 2 年

周穎詩 （廣東）

在東華學院學習的日子很快樂。在這里我認識了很要好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玩耍，
一起學習。幼兒教育這一學科比想象中的更加有趣，我從中也學到了很多新知識。 
學院的老師都盡心盡力地幫助我們，為我們解決問題，師生相處得很融洽。完成課
程後，我已成功升讀東華學院幼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 / 畢業生分享

Programme Information

*  課程評審資格有效期之延長尚待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最後批準。

*  專業資格認可之延長尚待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香港教育局及
     香港社會福利署最後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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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商企業持續發展（榮譽）管理學學士

入學獎學金 

HK$ 30,000
適用於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JEE，PRC）成績高
於所屬省市報讀第二批重點高校
分數線30分以上之一年級生。
如每年累計平均績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
該獎學金。

就業/進修前景

課程教授廣泛的跨學科知識和技能，讓畢業生可從事多
種的職業。畢業生可以在社會企業、非弁利組織及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或創造共同價值的企業工作。他們可以勝
任各種工作職能，如社區參與、慈善籌款、業務發展、
公共關系、營銷、管理和運營等。另外，畢業生更可以
考慮創辦自己的社會企業，以應對香港或其他地方許多
的社會問題和挑戰。畢業生亦可於本地或海外繼續深造
相關研究生課程。 

課程特色 

本課程教授學生跨學科知識，讓學生了解不同商業或社
會組織如何達到經濟及社會目標。學生將會學習

（i） 商業機構如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或創造共享價值；

（ii）社會企業或非牟利機構如何能在提升利潤/盈余之余
同時為社會帶來影響力。 學生亦會學習如何識別和
分析社會問題，並就這些問題制定有效而可持續發
展的解決方案。 

資歷架構級：  5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9/000674/L5
登記有效期： 01/09/2019 至
  31/08/2024

課程主任 張子穎教授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0 學分

學習年期 4 年

黃若熙 （山東）

東華學院的同學們很友善，願意與我分享學習技能和經驗。我相信，在未來幾年的
課堂中我會遇到更多有熱情的同伴，啟發並豐富我的學習生活。

學生 / 畢業生分享

Programm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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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學（榮譽）學士

資歷架構級：  5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2/001146/5
登記有效期： 01/10/2012 至
  31/08/2022

課程主任 高文宇教授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0 學分 （基礎醫療科學）
 121 學分 （法庭科學）

學習年期 4 年

入學獎學金 

HK$ 30,000
適用於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JEE，PRC）成績高
於所屬省市報讀第二批重點高校分數線30分以上之一年
級生。 
如每年累計平均績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
該獎學金。 

就業/進修前景

基礎醫療科學專業的畢業生具備基礎實驗技能、科學探
究精神及解難能力，有助他們於醫療專業學科範疇繼續
深造或投身學術研究。法庭科學專業的畢業生可投身化
驗相關的工作。

課程特色 

本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傳授科學知識及相關專業技
術。課程亦涵蓋基礎科學理論，為學生將來於各健康科
學相關行業就業或於醫療、牙科、脊醫、獸醫或護理學
等專業學科繼續深造奠定穩健的基礎。

Programm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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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

入學獎學金 

HK$ 30,000
適用於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JEE，PRC）成績高
於所屬省市報讀第二批重點高校
分數線30分以上之一年級生。
如每年累計平均績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
該獎學金。

就業/進修前景 

畢業生憑借與長者溝通的知識與技巧，可投身老年學專
業領域中的機構工作，包括社會福利

機構、銀發業務公司等。另外，畢業生也可於新興的銀
發市場創業或作研究工作。

課程特色 

本課程透過教授學生老年學科的相關知識，培養專業人
材以應付人口老化的挑戰。課程內容涵蓋全面的老年護
理理論，如社會老年學、精神病學、公共衛生、健康和
社會服務規劃與管理等。學生將具備豐富的老年學相關
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並能將其實踐於不同長者
服務機構和環境中。

資歷架構級：  5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8/000007/L5
登記有效期： 01/09/2018 至
  31/08/2022

課程主任 陳強森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1.5 學分

學習年期 4 年

Programm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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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課程總學費
HK$

一年級
HK$

二年級
HK$

三年級
HK$

四年級
HK$

東華學院
(2022/2023 入學)

幼兒教育 (榮譽) 教育學士

應用心理學 (榮譽) 社會科學學士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心理學高級文憑

社商企業持續發展 (榮譽) 管理學學士

醫療科學 (榮譽) 學士 - 基礎醫療科學主修

醫療科學 (榮譽) 學士 - 法庭科學主修

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

備注 ：

(1)  東華學院將根據政府每年公布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以調整每年的學費。

(2)  學費需分兩個學期繳交，每期繳交費用相同，並需於第一及第二學期開始前繳付。

(3) 學生需要為所有重讀及選修額外之學分繳付額外學費，實際須繳付之金額將根據學生修讀的課程及其

學分計算。有關學院的收費規條，請瀏覽https://www.twc.edu.hk/sc/Administration_Units/fo/our_ser-

vice-area。 (只提供英文版本)

(4)  所有已繳付之學費均不會退還及不可轉讓。

(5)  如有查詢，請按下列方式與財務處聯系：

 地　　址：香港旺角山東街90號A鐘江海紀念大樓10樓

 電話號碼：(852) 3468 6638

 傳真號碼：(852) 3753 2055

 電　　郵：fo@twc.edu.hk

 辦工時間：9:00 am–5:30 pm (一至五)；星期六、日以及公眾假期休息

 $284,820 $66,790 $66,790 $75,620 $75,620

 $278,920 $60,930 $60,930 $78,530 $78,530

 $133,580 $66,790 $66,790 - -

 $121,860 $60,930 $60,930 -  -

 $278,920  $60,930 $60,930 $78,530 $78,530

 $397,560 $99,390 $99,390 $99,390 $99,390

 $400,860 $99,390 $100,490 $100,490 $100,490

 $328,560 $82,140 $82,140 $82,140 $8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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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要求

畢業要求

內地學生入學基本要求

學士學位課程

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JEE，PRC）達到所屬省/市報讀第二批重點高校分數線* 以上及英語科達100

分或以上。 

高級文憑課程

持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JEE，PRC）成績將予個別考慮。 

學生須符合下列資格才可獲頒發證書：

1. 完成課程所規定的修讀學分，而畢業平均績點（gGPA）達2.0或以上；

2. 修讀的課程中所有科目積點達1.0或以上；

3. 完成課程所要求的畢業習作/實習（如課程要求）；

4. 完成課程所要求的「工作體驗學習計劃」/「社會服務計劃」（如課程要求）；及

5.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須達6.0或同等資歷（只適用於學士學位課程）

  （如學生於開課時已獲仍有效的上述IELTS成績，則視作已達本校IELTS成績之要求）

*   或"本科批次"分數線（適用於"本科一批"及"本科二批"合拼為"本科批次"的省市）
   所有申請人並須通過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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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注 ：

(1)  東華學院將根據政府每年公布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以調整每年的學費。

(2)  學費需分兩個學期繳交，每期繳交費用相同，並需於第一及第二學期開始前繳付。

(3) 學生需要為所有重讀及選修額外之學分繳付額外學費，實際須繳付之金額將根據學生修讀的課程及其

學分計算。有關學院的收費規條，請瀏覽https://www.twc.edu.hk/sc/Administration_Units/fo/our_ser-

vice-area。 (只提供英文版本)

(4)  所有已繳付之學費均不會退還及不可轉讓。

(5)  如有查詢，請按下列方式與財務處聯系：

 地　　址：香港旺角山東街90號A鐘江海紀念大樓10樓

 電話號碼：(852) 3468 6638

 傳真號碼：(852) 3753 2055

 電　　郵：fo@twc.edu.hk

 辦工時間：9:00 am–5:30 pm (一至五)；星期六、日以及公眾假期休息

內地生常見問題

Q1：  東華學院的課程能在國內招生嗎？
A1： 東華學院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批準在內地

19個省/市開放招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遼寧、黑龍江、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福
建、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
重慶、四川及陜西。

Q2：  東華學院的課程是否經政府認可？
A2： 東華學院所有課程包括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課

程均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之審
批，資歷獲香港政府認可。有關資歷架構詳情
可於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網頁上查詢。

Q3： 如我有興趣報讀東華學院的課程，請問如何報
讀？ 報名費又是多少？

A3： 學生可於東華學院網站（www.twc.edu.hk/ad-
mission）內填妥網上申請表格。而報名費用為
港幣$400元正。申請人可於報名系統內取得繳
費通知書，並按指示繳費。報名費用一經繳
交，概不退還。

Q4： 我可以提交多少個申請？ 
A4： 每個申請人只可提交一個申請。唯申請人可按

個人意願，選擇最多3個課程。其後附加每個課
程選擇將收取港幣$100元正。 

Q5： 東華學院學士學位/高級文憑課程的最低入學要
求是什麽？ 

A5： 報讀學士學位課程：
 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JEE，PRC）達到

所屬省/市報讀第二批重點高校分數線*以上及英
語科達100分或以上。 

 報讀高級文憑課程：
 持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JEE，PRC）成

績將予個別考慮。 
 * 或"本科批次"分數線（適用於"本科一批"及"本 

 科二批"合拼為"本科批次"的省市）

Q6： 面試的安排是怎樣？ 
A6： 接獲申請後，學院將邀請申請人出席以英語進

行的面試，並根據以下因素作出錄取決定：
 （i） 申請人在全國高考的總成績
 （ii） 申請人在全國高考的英語成績
 （iii） 申請人在面試中的綜合表現
 入學面試詳情會個別通知各申請人。應屆高考

生會在於7月在內地進行面試。

Q7： 報名時需提交什麽文件？ （如有）
A7： 申請人需經網上報名系統上載下列文件：
 （i） 身份證、護照 或 港澳通行證
 （ii） 高中成績單
 （iii） 公開考試（如高考、雅思或托福等）成績

單
 （iv） 其他參考文件（如課外活動紀錄、小區服

務之證明文件等）（如有）

Q8：  報名後何時獲通知結果？ 
A8：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人在參加面試後約2周內

（如有）會收到電話或電郵，通知有關申請之結
果。 

Q9：  如獲有條件錄取需怎樣做？ 
A9： 申請人在收到課程的錄取通知後，須於指定日期

前恢覆教務處是否接受有關錄取及在付款限期前
繳交留位費。同時，申請人須立即向所持學歷之
學校申請正式成績單並由該學校直接遞交至東華
學院。

Q10： 內地學生是否需要簽證來港修讀？ 
A10： 一般情況下，內地學生均需要申請學生簽證方能

入學就讀，而學院將協助獲錄取之同學辦理學生
簽證。一般而言，香港入境事務處需時6-8個星
期處理有關申請。因此同學必須於指定日期前繳
交第一個學期學費及提供簽證所需文件，以確保
於開課前獲批簽證。除此之外，同學亦需於學生
簽證辦妥後向戶口所在地的公安局申請因私往來
港澳通行證和有關的赴港簽注。

Q11： 東華學院是否配備宿舍供學生入住？
A11： 學生事務處會協助學生搜羅各方有關住宿的資

料，如青年旅舍，私人物業等讓學生參考選擇，
並委派職員協助學生聯絡相關旅舍和業主等。

Q12： 學院有什麽服務支持內地學生？
A12：  學生事務處為內地生提供以下服務：
 （i） 留學生生活指南
 （ii） 新生輔導（指導新生盡快適應學習和香港

的生活）
 （iii）個人輔導（關注同學的學習進度和健康成

長）
 （iv）小組輔導（定期會面，協助同學融入本地的

生活和文化；創建小組，讓組員互相支
持）

 （v） 小組活動（組織同學遊覽和認識香港名
勝，共度佳節等）

 （vi）接待家庭計劃（由老師家庭接待及關心同
學）

 學院已準備額外資源，為內地生提供適切的支持
和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幫助他們盡快適應和融
入香港的生活和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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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 助學金 金額 （每人）

獎助學金

一年級入學獎學金 HK$ 30,000

東華學院助學金 HK$ 2,000 – HK$ 40,000

應用老人學在學助學金 HK$ 2,000 – HK$ 40,000

應用老人學獎學金 HK$ 15,000 – HK$ 30,000

7749獎學金 HK$ 20,000

東華三院歷屆主席會東華學院獎學金 HK$ 20,000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獎學金 HK$ 5,000 – HK$ 15,000

呂梓添梁娟伉儷獎學金 HK$ 12,000

東華學院最佳進步獎學金 HK$ 10,000

東華三院癸亥年主席梁仲清暨黃鳳珊伉儷獎學金（入學獎學金） HK$ 10,000

梁植勳紀念獎學金（入學獎學金） HK$ 10,000

東華三院馮敬偉獎學金 HK$ 5,000  （高級文憑課程）

  HK$ 10,000（學士學位課程）

卓越表現獎學金 HK$ 30,000 – HK$ 80,000

展毅獎學金 HK$ 15,000

最佳進步獎 HK$ 10,000

才藝發展獎學金 HK$ 10,000

外展體驗獎 HK$ 10,000

以上獎助學金會視乎基金批核情況。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



一年級入學獎學金 HK$ 30,000

東華學院助學金 HK$ 2,000 – HK$ 40,000

應用老人學在學助學金 HK$ 2,000 – HK$ 40,000

應用老人學獎學金 HK$ 15,000 – HK$ 30,000

7749獎學金 HK$ 20,000

東華三院歷屆主席會東華學院獎學金 HK$ 20,000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獎學金 HK$ 5,000 – HK$ 15,000

呂梓添梁娟伉儷獎學金 HK$ 12,000

東華學院最佳進步獎學金 HK$ 10,000

東華三院癸亥年主席梁仲清暨黃鳳珊伉儷獎學金（入學獎學金） HK$ 10,000

梁植勳紀念獎學金（入學獎學金） HK$ 10,000

東華三院馮敬偉獎學金 HK$ 5,000  （高級文憑課程）

  HK$ 10,000（學士學位課程）

卓越表現獎學金 HK$ 30,000 – HK$ 80,000

展毅獎學金 HK$ 15,000

最佳進步獎 HK$ 10,000

才藝發展獎學金 HK$ 10,000

外展體驗獎 HK$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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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法

網上報名 www.twc.edu.hk/admission

地址  香港九龍何文田衛理道31號

電話  (852) 3190 6673

電郵  applytwc@twc.edu.hk

網址  www.twc.edu.hk

本課程簡介（中文譯本）之內容僅供參考之用。東華學院保留不作事前通知而

更改、增加及刪減資料之權利。東華學院有最終詮釋本課程簡介（中文譯本）

之權利。本課程簡介（中文譯本）之內容按2021年10月之情況編寫。如本課程

簡（中文譯本）之文意與英文本有歧異，一概以英文本為準。詳情及有關最新

信息請瀏覽www.twc.edu.hk。

注：其後額外每個課程選擇將收取港幣$100元正。 

報名費用：港幣$400元正（可最多選擇3個課程）



京士柏校舍： 
香港九龍何文田衛理道31號馬錦燦紀念大樓
King’s Park Campus :
Ma Kam Chan Memorial Building,
31 Wylie Road, Homantin, Kowloon, Hong Kong

旺角校舍： 
香港九龍旺角山東街90號A鍾江海紀念大樓及98號鍾秦蘭鳳大樓
Mongkok Campus :
Cheung Kung Hai Memorial Building, 90A, and Cheung Chin Lan Hong Building, 98, 
Shantung Street,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葵興校舍： 
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51號九龍貿易中心第二座16樓
Kwai Hing Campus :
16/F, Tower 2, Kowloon Commerce Centre, No. 51
Kwai Cheong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電話  Tel :  (852) 3190 6673

電郵 Email :  applytwc@twc.edu.hk

網站 Website :  www.twc.edu.hk

出版日期 2021年10月
@ 2021 东华学院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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