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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
����� 校园生活

应用心理学(荣誉)社会科学学士 

心理学高级文凭

人文学院 

课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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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荣誉)教育学士

幼儿教育高级文凭 

�
�

管理学院  

课程一览

医疗资讯及服务管理(荣誉)学士

社商企业持续发展(荣誉)管理学学士

��
��

医疗及健康科学学院

课程一览*�

医疗科学(荣誉)学士

- 基础医疗科学主修 

- 法庭科学主修 ��

东华学院课程简介
2023 / 2024入学

课程学费 (2023 / 2024入学) ��
入学要求��
毕业要求��
内地生常见问题��
奖助学金��
联络方法��

* 只列出接受内地学生报读之课程，
 其他课程详情可参考学院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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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学院
由香港最大规模及最具经验的慈善机构—

东华三院于2010年成立。东华学院经香港学

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审查，并根据《专上学院

条例》（第320章）注册成为一所可颁授本科

学位课程的教育机构。

秉承东华三院「兴学育材，有教无类」的教育

理念，以及在医药健康、教育和社福服务上的

专长和优势，东华学院致力发展为一所提供优

质高等教育的私立大学。本学院开办的课程著

重理论实践，旨在教导年青人无私奉献，成为

承担社会责任的专业人材。

本校的四所学院（人文学院、管理学院、

医疗及健康科学学院和护理学院）开办

与各行各业相关的副学位及本科学位课

程，包括心理学、幼儿教育、医疗资讯及

服务管理、社商企业持续发展、医疗科学、

医疗化验科学、职业治疗、物理治疗、

放射治疗、护理及应用老年学等。本校学生人数已超过3,500人，

而自成立至今，更已培育超过4,600名毕业生，在社会各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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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学院
 校园生活 

东华学院环球学生大使誓师典礼

奖学金及奖项颁奖典礼

师友计划训练营

东华学院护理学会 东华学院环球领袖  
发展计划训练营

东华学院扶青社就职典礼

与校长聚会

和菓子工作坊

东华学院歌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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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历架构级：�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登记有效期：�����������至�����������

课程主任

梁伟聪博士
授课语言  英语

毕业要求学分  ����学分

学习年期  ��年

课程特色

本课程让学生掌握全面的心理学理论，并将所学的知

识实践于社福、教育、医疗保健等各种职业。同时，培

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解难和学术研究能力等，发展学

生的自我认知，欣赏和学习接受个人与文化的差异和多

样性，以及坚守专业操守。毕业生往后可于心理学和相

关范畴工作及继续进修。

就业 / 进修前景
毕业生均具有于社会科学�心理学相关范畴工
作（ 如社 会工作、服 务业、公共关系、传播、
广告、管理与零售）的知识和技能。凭借他们
的独 立思 维，解难 能力和人际 沟通 技 能，他
们也能担任教学和学术研究等工作。另外，毕
业生也可继续进修，进一步在临床，辅导，教
育或组织心理学等专业领域探索与深造。课程资讯

(荣誉)社会科学学士

应用
心理学

专业资格
毕业生符合资格申请成为
香港心理学会（HKPC）、
英国心理学会（BPS）和
澳洲心理学会（APS）的会员。
(会员资格申请将由学会作个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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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 进修前景

课程特色
完成本课程学生将具备基础心理学和辅导的知识
与技能，从而投身于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等事业。
学生将学习心理学的不同领域，包括发展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咨商
等。并透过240小时实习强化所学知识及辅导技
巧。毕业后也可选择升读心理学相关的学士学位
课程。

毕业生将具备基础的知识，能从事心理学相关
的健康和社会服务等工作，如長者或儿童心理
服务助理、教学助理、心理服务助理、公共关
系助理等。另外，毕业生可升读本学院的应用
心理学（荣誉）社会科学学士课程（三年級）。

高级文凭

心理学

课程资讯
资历架构级：�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登记有效期：�����������至 ����������

课程主任

孙榕蔚博士
授课语言�� 英语

毕业要求学分�� ���学分

学习年期 � �年

�



课程特色
本课程让学生为幼儿教育界的教学事业做
好准备。学生将学习幼儿 教育的理论与教
育学，以满足�至�岁儿童的教育需要。学生
除了学习专业的知识外，课程亦会 涉 猎学

术研究等元素。

以游戏为本学习及有关特殊学习需要
学童的 教 育亦是本课程的 特点。透

过学习特 殊 教育的专业 知识和技
能，让学生有能力支援不同学习

需要的儿童。

就业 / 进修前景
各种幼儿教育的机构均对幼儿园教师有很大需求，
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国际学校和特殊教育中心等。
毕业生均具有能力在香港不同的幼儿教育机构工
作。同时，毕业生亦可于本地或海外继续进修幼儿
教育或相关范畴的深造课程。

专业资格
本课程获香港教育局及香港社会福利署
认可， 毕业生均符合资格注册为
合格幼稚园教师 (QKT) 、
幼儿工作员 (CCW) 和
幼儿中心主管 (CCS)。
此外，香港社会福利署亦认可毕业生为
特殊幼儿工作员 (SCCW) 。

课程资讯

(荣誉)教育学士

幼儿教育

课程主任

黄有豪博士
授课语言�� 英语

毕业要求学分�� ����学分

学习年期�� ��年

资历架构级：�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登记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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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颖诗 (广东)

在东华学院学习的日子很快乐。在这里我认识了很要
好的朋友们，大家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幼儿教育这一
学科比想象中的更加有趣，我从中也学到了很多新知
识。学院的老师都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为我们解决
问题，师生相处得很融洽。完成课程后，我已成功升读
东华学院幼儿教育�荣誉�教育学士学位课程。

课程特色
本课程 为学生于幼儿
教 育界 的 教 学 事业 做
好 准 备。课 堂 会 教 导
幼 儿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及 其 他 专 业 知 识，使 同 学
将 来 能 胜任 于为�至�岁儿 童而
设的幼儿 教育机 构工作。

就业 / 进修前景

学生 / 毕业生分享

毕业生可于托儿所、幼儿园中心、幼儿园和国际学校等不同
教育机构工作。同时，毕业生亦可于本学院衔接幼儿教育（荣
誉）教育学士的高年级学位课程，或到其他本地／海外学院
升读相关课程，继续进修。

专业资格
本课程获香港教育局及香港社会福利署认可，
毕业生均符合资格注册为
合格幼稚园教师 (QKT)、幼儿工作员（CCW）和
幼儿中心主管（CCS）。

资历架构级：�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登记有效期：�����������至������������

课程资讯

高级文凭

幼儿教育

课程主任

李秀文女士
授课语言�� 英语

毕业要求学分�� ���学分

学习年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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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色 

专业路向

课程简介
课程宗旨如下：

• 以国际的医疗资讯及服务管理专业协会的能力架构为基
础，培育同学医疗资讯及服务管理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应
用能力；

•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分析力，如何利用数据评估临床生
物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 强化同学对香港医疗体系的了解，并助其更掌握管理医
疗资讯系统的技巧以及了解医疗服务管理等专业领域的
日常运作；

• 加强同学的沟通能力、团队建构力及与跨界别专业合作
能力；

• 为新生设计全人的通识课程，让学生视困境为挑战，更有
助提高和培养同学的同理心，以彰显以心惠群的社会使
命。

• 让同学掌握健康科学、医疗资讯
管理和服务管理的专业知识；

• 同学获得不同实战经验，例如安排工
作实习、业界合作项目和到不同业界参
观，以掌握业界实况；

• 透过接触实际案例和参与不同项目，同学能够提升解难能力
，为日后踏入职场与社会做好准备；

• 强化同学与跨界别专业团队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并以专业技
术和服务为本的宗旨应对医疗运作及发展的管理挑战。

毕业生可于医院、医疗机构、社福机构、大专院校和医疗科技公
司从事以下工作：

• 数据编码及分析� • 健康纪录管理�

• 医疗资讯管理� • 数位健康管理
• 医疗服务管理� • 项目管理

除此以外，完成学士学位课程后，毕业生可继续修读硕士课程。��

医疗资讯及
服务管理

课程主任

伍时丰博士 
授课语言�� 英语

毕业要求学分�� ����学分

学习年期�� �年

课程资讯

设有高年级入学

持有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者可申请入读。
详情请参阅入学要求。

• 医疗资讯及服务管理（荣誉）学士课程获以下
专业团体认可为于亚太地区的�课程会员�：
Society for Health Administration Programs in 

Education (SHAPE)

• 学生和毕业生有资格申请成为�
香港医务行政学院 (HKCHSE) 的准会员

(荣誉)学士

专业认可�

��

资历架构级：5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22/000159/L5 
登记有效期：01/09/2022 至 31/08/2027 



课程特色 本课程教授学生跨学科知识，让学生了解不同商业或社会组织如
何达到经济及社会目标。

就业 / 进修前景
课程教授广泛的跨学科知识和技能，让毕业生可从事多种的职业。毕业
生可以在社会企业、非牟利组织及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或创造共同价值
的企业工作。他们可以胜任各种工作职能，如社区参与、慈善筹款、业务
发展、公共关系、营销、管理和运营等。另外，毕业生更可以考虑创办自
己的社会企业，以应对香港或其他地方许多的社会问题和挑战。毕业生
亦可于本地或海外继续深造相关研究生课程。

社商企业持续发展

资历架构级：�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登记有效期：�����������至�����������

课程资讯

(荣誉)管理学学士

学生将会学习

•  商业机构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或创造共享价值；

• 社会企业或非牟利机构如何能在提升利润�盈余之余同时为
社会带来影响力。学生亦会学习如何识别和分析社会问题，并
就这些问题制定有效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黄若熙 (山东)

东华学院的同学们很友善，愿意与我分享学习技能和经验。�

我相信，在未来的课堂中我会遇到更多有热情的同伴，启发
并丰富我的学习生活。

学生 / 毕业生分享

课程主任

张子颖教授
授课语言�� 英语

毕业要求学分�� ����学分

学习年期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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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色

本课程 理论与实践并重，传授科学知识及

相关专业技术。课程亦涵盖基础科学理论，

为学生将来于各健康科学相关行业就业或

于医疗、牙科、脊医、兽医或护理学等专业

学科继续深造奠定稳健的基础。

就业 / 进修前景
基础医疗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具备基础实验技能、科学

探究精神及解难能力，有助他们于医疗专业学科范畴

继续深造或投身学术研究。法庭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可

投身化验相关的工作。

医疗科学

资历架构级：�
资历名册登记号码：�����������

登记有效期：�����������至�����������

课程资讯

课程主任

高文宇教授
授课语言�� 英语

毕业要求学分�� ����学分���基础医疗科学
� ����学分���法庭科学�

学习年期�� ��年

(荣誉)学士

��



课程学费 - 2023 / 2024入学

第一年
HK$

第二年
HK$

第三年
HK$

第四年
HK$

第四年
HK$

课程
总学费

HK$

� �� �� �� �� �� �� ��
幼儿教育(荣誉)教育学士 �� ������� ������ ������ ������ � ������

课程

应用心理学(荣誉)社会科学学士 � ������� ������ ������ ������ � �����

心理学高级文凭 � �������� ������ ������ ��������� � ��������� �

幼儿教育高级文凭 � ������� ������ ������ ��������� � ���������

� �� �� �� �� �� �� �� �
社商企业持续发展(荣誉)管理学学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医疗资讯及服务管理(荣誉)学士 � ������� ������ ������ ������ � �����

医疗科学(荣誉)学士 ���基础医疗科学主修 � ������� ������� ������� ������� � ������� �� �

医疗科学(荣誉)学士 ���法庭科学主修 � ������� ������� ������� ������� � ������� �

备注 ：

(1)  东华学院将根据政府每年公布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以调整每年的学费。

(2)  学费需分两个学期缴交，每期缴交费用相同，并需于第一及第二学期开始前缴付。

(3)  学生需要为所有重读及选修额外之学分缴付额外学费，实际须缴付之金额将根据学生修读的课程及其学分计算。 

有关学院的收费规条，请浏览 https://www.twc.edu.hk/sc/Administration_Units/fo/our_service-area (只提供英文版本)。

(4)  所有已缴付之学费均不会退还及不可转让。 

(5)  如有查询，请按下列方式与财务处联系：

 地　　址： 香港旺角山东街90号A钟江海纪念大楼10楼

 电话号码： (852) 3468 6638

 传真号码： (852) 3753 2055

 电　　邮： fo@twc.edu.hk

 办工时间： 9:00 am‒5:30 pm (一至五)；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休息

��



入学要求

学士学位课程

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考试（JEE，PRC）达到所属省／市报读第二批重点高校分数线*以上及英语科
达100分或以上。

学士学位课程

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考试（JEE，PRC）达到所属省／市报读第二批重点高校分数线*以上及英语科
达100分或以上。

高级文凭课程

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考试（JEE，PRC）成绩将予个别考虑。 

高级文凭课程

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考试（JEE，PRC）成绩将予个别考虑。 

内地学生入学基本要求

毕业要求
学生须符合下列资格才可获颁发证书：

1. 完成课程所规定的修读学分，而毕业平均绩点（gGPA）达2.0或以上;

2.  修读的课程中所有科目积点达1.0或以上;

3.  完成课程所要求的毕业习作／实习（如课程要求）;

4.  完成课程所要求的「工作体验学习计划」／「社会服务计划」（如课程要求）;及

5. 国际英语水平测试（IELTS）须达6.0或同等资历（只适用于学士学位课程）
（如学生于开课时已获仍有效的上述IELTS成

绩，则视作已达本校IELTS成绩之要求）

或"本科批次"分数线（适用于"本科一批"及"本科二批"合併为"本科批次"的省市）

所有申请人或须通过面试。

或"本科批次"分数线（适用于"本科一批"及"本科二批"合併为"本科批次"的省市）

所有申请人或须通过面试。
* 

��

学士学位课程（高年级入学）

完成相关学科之副学士学位或高级文凭课程；
或具同等学历。

学士学位课程（高年级入学）

完成相关学科之副学士学位或高级文凭课程；
或具同等学历。



东华学院的课程能在国内招生吗？

东华学院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在内地19个省／市开放招
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福建、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及陕西。

东华学院的课程是否经政府认可？

东华学院所有课程包括学士学位及高级文凭课程均已通过香港学
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之审批，资历获香港政府认可。有关资历架构
详情可于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网页上查询。

如我有兴趣报读东华学院的课程，请问如何报读？ 
报名费又是多少？

东华学院的学士学位及高级文凭课程有别于内地高校统一招生计
划，课程不占内地高考志愿，学生需另行直接向本校报名。学生可
于东华学院网站（www.twc.edu.hk/admission）内填妥网上申请
表格。而报名费用为港币$ 4 0 0元正。申请人可于报名系统内取得
缴费通知书，并按指示缴费。报名费用一经缴交，概不退还。

 我可以提交多少个申请？ 

每个申请人只可提交一个申请。唯申请人可按个人意愿，提交最多  
3 个课程选择。其后额外每个课程选择将收取港币$100元正。

东华学院学士学位／高级文凭课程的最低入学要求是什么？ 

报读学士学位课程：
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考试（JEE，PRC）达到所属省／市报读第二
批重点高校分数线*以上及英语科达100分或以上。 

报读高级文凭课程：
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考试（JEE，PRC）成绩将予个别考虑。 
* 或"本科批次"分数线（适用于"本科一批"及"本科二批"合併为"本科批次"
的省市）

报名时需提交什么文件？ 

申请人需经网上报名系统上载下列文件：
(i） 身份证、护照 或 港澳通行证
(ii) 高中成绩单
(iii） 公开考试（如高考、雅思或托福等）成绩单
(iv） 其他参考文件（如课外活动纪录、小区服务之证明文件等）(如有）

面试的安排是怎样？ 

接获申请后，学院将邀请申请人出席以全英语进行的面试，并根据
以下因素作出录取决定：
(i） 申请人在全国高考的总成绩
(ii) 申请人在全国高考的英语成绩
(iii） 申请人在面试中的综合表现
入学面试详情会个别通知各申请人。 

如果我在面试后觉得自己表现未如理想，可否再次缴交报名费，报
读相同课程并再次参加面试？

每位申请人只可在报名系统中递交一次申请，不能在同一年度再次
递交报名。假若申请人已接获某课程的「不获取录」通知，有关课程
选择亦将不获重复处理。已获处理之课程选择将不可作更改／删除
／取消。

东华学院的课程能在国内招生吗？

东华学院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在内地19个省／市开放招
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福建、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及陕西。

东华学院的课程是否经政府认可？

东华学院所有课程包括学士学位及高级文凭课程均已通过香港学
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之审批，资历获香港政府认可。有关资历架构
详情可于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网页上查询。

如我有兴趣报读东华学院的课程，请问如何报读？ 
报名费又是多少？

东华学院的学士学位及高级文凭课程有别于内地高校统一招生计
划，课程不占内地高考志愿，学生需另行直接向本校报名。学生可
于东华学院网站（www.twc.edu.hk/admission）内填妥网上申请
表格。而报名费用为港币$ 4 0 0元正。申请人可于报名系统内取得
缴费通知书，并按指示缴费。报名费用一经缴交，概不退还。

 我可以提交多少个申请？ 

每个申请人只可提交一个申请。唯申请人可按个人意愿，提交最多  
3 个课程选择。其后额外每个课程选择将收取港币$100元正。

东华学院学士学位／高级文凭课程的最低入学要求是什么？ 

报读学士学位课程：
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考试（JEE，PRC）达到所属省／市报读第二
批重点高校分数线*以上及英语科达100分或以上。 

报读高级文凭课程：
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考试（JEE，PRC）成绩将予个别考虑。 
* 或"本科批次"分数线（适用于"本科一批"及"本科二批"合併为"本科批次"
的省市）

报名时需提交什么文件？ 

申请人需经网上报名系统上载下列文件：
(i） 身份证、护照 或 港澳通行证
(ii) 高中成绩单
(iii） 公开考试（如高考、雅思或托福等）成绩单
(iv） 其他参考文件（如课外活动纪录、小区服务之证明文件等）(如有）

面试的安排是怎样？ 

接获申请后，学院将邀请申请人出席以全英语进行的面试，并根据
以下因素作出录取决定：
(i） 申请人在全国高考的总成绩
(ii) 申请人在全国高考的英语成绩
(iii） 申请人在面试中的综合表现
入学面试详情会个别通知各申请人。 

如果我在面试后觉得自己表现未如理想，可否再次缴交报名费，报
读相同课程并再次参加面试？

每位申请人只可在报名系统中递交一次申请，不能在同一年度再次
递交报名。假若申请人已接获某课程的「不获取录」通知，有关课程
选择亦将不获重复处理。已获处理之课程选择将不可作更改／删除
／取消。

内地生常见问题
报名后何时获通知结果？ 

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在参加面试后约2周内（如有）会收到电话
或电邮，通知有关申请之结果。 

如获有条件录取需怎样做？ 

申请人在收到课程的录取 通知后，须于指定日期前回复教务处
是否接受有关录取及在付款限期前缴交留位费。同时，申请人须
立即向所持学历之学校申请正式成绩单并由该学校直接递交至
东华学院。

我是否会收到多过一个课程的取录？

学院会按申请人的学业成绩、面试表现及其他考虑因素而决定
会否取录该申请人入读有关课程。每位申请人有机会获得多于
一个课程取录，惟申请人只可接受一个课程取录。

东华学院课程是否有认可的专业认证？

东华学院所有课程包括学士学位及高级文凭课程均已通过香港
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之审批，资历获香港政府认可。

我在毕业以后可以留港工作吗？

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
的非本地学生（非本地毕业生），可在毕业日期（即毕业证书所
载日期）起计六个月内向入境事务处申请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
港就业安排（IANG）。应届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申请留港工作，
无须在提出申请时已觅得工作。根据教育局于2022年十月份之
通知，IANG的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长至两年，方便非本地专上学生
毕业后留在香港发展。申请详情可浏览入境事务处网页。

内地学生是否需要签证来港修读？ 

一般情况下，内地学生均需要申请学生签证方能入学就读，而学
院将协助获录取之同学办理学生签证。一般而言，香港入境事务
处需时6-8个星期处理有关申请。 因此同学必须于指定日期前缴
交第一个学期学费及提供签证所需文件，以确保于开课前获批
签证。除此之外，同学亦需要于学生签证办妥后向户口所在地的
公安局申请因私「往来港澳通行证」和有关的赴港签注。

东华学院是否配备宿舍供学生入住？

学生事务处会协助学生搜罗各方有关住宿的资料，如青年旅舍，
私人物业等让学生参考选择，并委派职员协助学生联络相关旅
舍和业主等。

学院有什么服务支持内地学生？

学生事务处为内地生提供以下服务：
(i） 留学生生活指南
(ii) 新生辅导（指导新生尽快适应学习和香港的生活）
(iii) 个人辅导（关注同学的学习进度和健康成长）
(iv) 小组辅导（定期会面，协助同学融入本地的生活和文化; 
 创建小组，让组员互相支持）
(v） 小组活动（组织同学游览和认识香港名胜，共度佳节等）
(vi) 接待家庭计划（由老师家庭接待及关心同学）

学院已准备额外资源，为内地生提供适切的支持和举办不同类
型的活动，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和融入香港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报名后何时获通知结果？ 

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在参加面试后约2周内（如有）会收到电话
或电邮，通知有关申请之结果。 

如获有条件录取需怎样做？ 

申请人在收到课程的录取 通知后，须于指定日期前回复教务处
是否接受有关录取及在付款限期前缴交留位费。同时，申请人须
立即向所持学历之学校申请正式成绩单并由该学校直接递交至
东华学院。

我是否会收到多过一个课程的取录？

学院会按申请人的学业成绩、面试表现及其他考虑因素而决定
会否取录该申请人入读有关课程。每位申请人有机会获得多于
一个课程取录，惟申请人只可接受一个课程取录。

东华学院课程是否有认可的专业认证？

东华学院所有课程包括学士学位及高级文凭课程均已通过香港
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之审批，资历获香港政府认可。

我在毕业以后可以留港工作吗？

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
的非本地学生（非本地毕业生），可在毕业日期（即毕业证书所
载日期）起计六个月内向入境事务处申请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
港就业安排（IANG）。应届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申请留港工作，
无须在提出申请时已觅得工作。根据教育局于2022年十月份之
通知，IANG的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长至两年，方便非本地专上学生
毕业后留在香港发展。申请详情可浏览入境事务处网页。

内地学生是否需要签证来港修读？ 

一般情况下，内地学生均需要申请学生签证方能入学就读，而学
院将协助获录取之同学办理学生签证。一般而言，香港入境事务
处需时6-8个星期处理有关申请。 因此同学必须于指定日期前缴
交第一个学期学费及提供签证所需文件，以确保于开课前获批
签证。除此之外，同学亦需要于学生签证办妥后向户口所在地的
公安局申请因私「往来港澳通行证」和有关的赴港签注。

东华学院是否配备宿舍供学生入住？

学生事务处会协助学生搜罗各方有关住宿的资料，如青年旅舍，
私人物业等让学生参考选择，并委派职员协助学生联络相关旅
舍和业主等。

学院有什么服务支持内地学生？

学生事务处为内地生提供以下服务：
(i） 留学生生活指南
(ii) 新生辅导（指导新生尽快适应学习和香港的生活）
(iii) 个人辅导（关注同学的学习进度和健康成长）
(iv) 小组辅导（定期会面，协助同学融入本地的生活和文化; 
 创建小组，让组员互相支持）
(v） 小组活动（组织同学游览和认识香港名胜，共度佳节等）
(vi) 接待家庭计划（由老师家庭接待及关心同学）

学院已准备额外资源，为内地生提供适切的支持和举办不同类
型的活动，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和融入香港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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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助学金

以上奖助学金会视乎基金批核情况。

东华学院助学金

汇丰职业教育奖学金

东华三院马锦灿纪念奖学金

759阿信屋奖学金

东华三院冯敬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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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级文凭课程）
�
	�������（学士学位课程）

奖学金／助学金 金额 （每人）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EduCare Entrance Scholarships webpage

东华入学奖学金* 

* 详情尚待确认

卓越表现奖学金

展毅奖学金

最佳进步奖

才艺发展奖学金

外展体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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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资专上奖学金计划

联络方法
网上报名 �� ����������������������� 

地址 �� 香港九龙何文田卫理道31号

电话 � ���������������

电邮 �� �����������������

网址 �� ��������������

报名费用：

港币����元正（可最多选择3个课程）
注：其后额外每个课程选择将收取港币$100元正。

- 有关资历架构学分转换为单元学时之资讯，请参阅资历架构网页 https://www.hkqf.gov.hk/sc/KeyFeatures/credit/index.html
- 有关个别课程的资历架构学分，请参阅 https://www.hkqr.gov.hk/HKQRPRD/web/hkqr-en/search/qr-search/

本课程简介（中文译本）之内容仅供参考之用。 东华学院保留不作事前通知而更改、增加及删减资料之权利。 东华学院有
最终诠释本课程简介（中文译本）之权利。 本课程简介（中文译本）之内容按2022年10月之情况编写。 如本课程简介（中文
译本）之文意与英文本有歧异，一概以英文本为准。 详情及有关最新信息请浏览www.tw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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