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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學院是一所年輕、有活力的自資高等教育機構。冀以優質的高等教育，培訓能

幹、有愛心及具社會責任的專業人材，報效社群。過去數年，隨著學院的迅速發展，我

們的總學生人數已超過2,700人。而學院除了在健康科學教育上取得成功外，在其他教

育界別的發展亦成績顯著，以響應社會需求。例如：

1. 成為本港唯一，亦是首間開辦輔助醫療專才培訓本科課程（包括醫務化驗師、職業
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及放射治療師）的自資專上院校；

2. 開辦全港首個幼兒教育高級文憑，為幼兒教育界培育更多專業人才；

3. 開辦全港首個創業與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及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課
程；

4. 於工商管理學士課程中，開辦全港唯一一個醫療服務管理學專業。

於2019/2020學年，東華學院將開辦6個學士學位課程及3個高級文憑課程予內地學

生。而本學院提供的高級文憑（如幼兒教育、健康科學及心理學）課程，能有效為學生

將來進入專業領域，或繼續升學打好基礎。本校眾多專業中，一定能有吸引你，又符合

你未來職涯規劃的課程。

希望本課程簡介能為你提供有關課程、入學、學習支援及校園生活的準確資訊。而

我們亦誠意邀請你到本學院就讀，以明智選擇創造璀燦未來。

呂汝漢教授, MH

校長

二零一八年十月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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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為一所可頒受學士

學位課程的教育機構。

秉承東華三院「興學育材，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以及在醫藥健康、教育和社福服務上

的專長和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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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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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相關的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包括心理學、幼兒教育、專業會計學、工商管理、創業與管

理、健康服務管理、法庭科學、醫療化驗科學、職業治療、物理治療、放射治療及應用老年學

等。本校學生人數已超過2,700人，而自成立至今，更已培育超過2,400名畢業生，在社會各界服

務。

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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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獎學金及獎項頒獎典禮

於日本參與國際護理學會議

瑞典學術考察團英國學術考察團

東華學院教職員參觀貴州醫科大學臨床技能中心 第七屆東華學院和富就職典禮

4



實習伙伴

英才網職業博覽

社會服務計劃

學生才藝表演

獨木舟學會訓練

舞蹈學會學生表演

1 Belle International 10 Mirabell

2 DBS Bank Limited 11 Nong's

3 Emperor Watch and Jewellery 12 Pfi zer Hong Kong

4 Ernst & Young 13 PuraPharm International (H.K) Ltd. 

5 Hush Puppies HK 14 PwC Hong Kong

6 Jipi Japa 15 STACCATO 

7 JOY & PEACE 16 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8 MaBelle 17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9 MILLE'S

按公司英文名稱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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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任： 梁偉聰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0 學分

學年 學費 (HK$)*

一年級 $57,650 

二年級 $57,650

三年級 $74,350

四年級 $74,350

課程總學費 $264,000

每年平均學費 $66,000
* 東華學院將每年調整課程的學費，其上限為教育局每年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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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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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傳播、廣告、管理與零

售）的知識和技能。憑藉他們的獨立思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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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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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每年累計平均積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該獎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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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Sc(APsy)
4年全日制應用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課程主任： 謝偉成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60 學分

學年 學費 (HK$)*

一年級 $57,650

二年級 $57,650

課程總學費 $115,300

每年平均學費 $57,650
* 東華學院將每年調整課程的學費，其上限為教育局每年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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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如何影響心理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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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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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sy)
2年全日制心理學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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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任： 李麗梅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9 學分

學年 學費 (HK$)*

一年級 $63,190

二年級 $63,190

三年級 $71,600

四年級 $71,600

課程總學費 $269,580

每年平均學費 $67,395
* 東華學院將每年調整課程的學費，其上限為教育局每年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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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童的教育亦是本課程的另一大特點。透過學習特殊教育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讓學

生有能力支援不同學習需要的兒童。

專業資格

本課程獲香港教育局及香港社會福利署認可，畢業生均符合資格註冊為幼兒園教師、幼兒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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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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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d(ECE)
4年全日制幼兒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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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每年累計平均積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該獎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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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任： 湯珞怡女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72 學分

學年 學費 (HK$)*

一年級 $63,190

二年級 $63,190

課程總學費 $126,380

每年平均學費 $63,190
* 東華學院將每年調整課程的學費，其上限為教育局每年公佈的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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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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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符合資格註冊為幼兒園教師、幼兒工作者（CCW）

和幼兒中心主管（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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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ECE)
2年全日制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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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任： 李伯珍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0 學分

學年 學費 (HK$)*

一年級 $57,650

二年級 $57,650

三年級 $74,350

四年級 $74,350

課程總學費 $264,000

每年平均學費 $66,500
* 東華學院將每年調整課程的學費，其上限為教育局每年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課程特色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商業視野、各方面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以便將來應用於商界和非牟利機構。為配合廣泛的

課程內容和專業導向的課程方針，學生於修讀第一年後可靈活選修不同的主修專業，包括專業會計學、金融服

務、市場學、醫療服務管理學。

學生需要完成至少40個科目，當中包括12個通識教育和語言科目，15個商科核心科目，及13個主修專業的指定

科目。

專業資格及就業/進修前景

主修 專業團體認可 就業/進修前景

專業會計學 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ACCA)
澳洲會計師公會 (CPA Australia)

審計實習生、會計公司的稅務培訓生、
初級會計師、商業機構的內部審計師
非營利組織的初級審計師、政府部門的稅務評估員。

金融服務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IFPHK) 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管理培訓生、財務和投資組合等機
構管理培訓生、
財務分析師培訓生、初級信用分析師、
保險公司培訓生。

市場學 香港市務學會 (HKIM)
英國特許市務學會 (CIM)

銷售和營銷主任、客戶主任、市場研究分析師、
市場營銷主任、公共關係主任、廣告銷售主管、
客戶服務部主任。

醫療服務管理學 香港醫務行政學院 醫療機構、制藥行業、醫療設備供貨商等行業的行政
工作。

BBA
4年全日制工商管理(榮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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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每年累計平均積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該獎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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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任： 李伯珍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0 學分

學年 學費 (HK$)*

一年級 $57,650

二年級 $57,650

三年級 $74,350

四年級 $74,350

課程總學費 $264,000

每年平均學費 $66,000
* 東華學院將每年調整課程的學費，其上限為教育局每年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課程特色

作為香港首個創業與管理學的學士課程，本課程提供全面的基礎商業知識、管理和創業的專業知識、及其他不

同商科專業的學科。讓學生未來可於工商管理學方面發展，學習如何創立，管理，提升業務。

學生需要完成至39個科目，當中包括12個通識教育和語言科目，及16個商科核心科目和主修專業科目。

就業/進修前景

畢業生具備充分的商業知識和技能，可以當創業家建立自己的業務。此外，他們亦可獲聘為管理培訓生、初級

商業顧問、管理分析師和各種業務的新風險開發人員等職務。為日後創業累積經驗。

同時，畢業生亦可於本地或海外繼續進修商科或相關範疇的深造課程。

BBA(EM)
4年全日制創業與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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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每年累計平均積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該獎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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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
學費 (HK$)*

基礎醫療科學 法庭科學

一年級 $94,100 $94,100

二年級 $94,100 $95,146

三年級 $94,100 $95,146

四年級 $94,100 $95,145

課程總學費 $376,400 $379,537

每年平均學費 $94,100 $94,885
* 東華學院將每年調整課程的學費，其上限為教育局每年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課程特色

本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授予同學穩固的科學及相關專業技術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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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醫療、牙科、脊椎病學、獸醫或護理學中就業或繼續深造奠定穩健的基礎。

就業/進修前景

基礎醫療科學專業的畢業生可以於本地或海外的醫療機構（如醫藥、牙科、脊椎病學、中醫藥學或獸醫）從事

相關工作。畢業生具備的基礎實驗室技能、科學探究精神及解難能力亦有助他們繼續深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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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Sc 
4年全日制醫療科學(榮譽)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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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任： 李川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60 學分健康科學高級文憑

學年 學費 (HK$)

一年級 $77,650

二年級 $77,650

課程總學費 $155,300

每年平均學費 $77,650

課程特色

獨特的兩年課程包含了臨床技能與實驗室技巧，為年輕人提供進入衛生服務行業的機會。本課程透過公共和私

人診所，及醫學和生命科學實驗室的訓練，培訓學員成為臨床和實驗室助理。此外，課程內容亦能鞏固學生有

關生物醫學科學的知識，以便畢業生將來在醫學和健康科學（如醫療科學，護理學）或其他相關專業中繼續升

學。

就業/進修前景

畢業生將具備臨床助理和實驗室助理等職業技能和相關知識。亦可繼續於東華學院升學，銜接醫療科學、護理

學和應用老年學等學士學位的高年級課程，或於其他本地或海外機構攻讀相關學士學位課程。

HD(HSc)  
2年全日制健康科學高級文憑

醫療科學（榮譽）
學士

護理學（榮譽）
健康科學學士

應用老年學（榮譽）
理學士

健康科學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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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任： 鄭麗湘博士

授課語言： 英語

畢業要求學分： 121.5 學分

學年 學費 (HK$)*

一年級 $77,750

二年級 $77,750

三年級 $77,750

四年級 $77,750

課程總學費 $311,000

每年平均學費 $77,750
* 東華學院將每年調整課程的學費，其上限為教育局每年公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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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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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具備必要的老年學相關知

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並能實踐於不同長者服務機構和環境中。

就業/進修前景

畢業生可投身老年學專業領域中的機構工作。憑藉與長者溝通知識與技巧，可於不同長者服務機構工作，包括

社會福利機構、銀發業務公司等。另外，也可於新興的銀發市場創業或作研究工作。

BSc(AG)
4 年全日制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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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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每年累計平均積點（cGPA）達3.3或以上，將繼續獲頒該獎學
金。



東華學院大部份課程的畢業生可取得專業團體的認證或專業資格，詳見下表：

學院 課程 專業團體認證 畢業生專業資格

人文學院 應用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心理學會

英國心理學會

澳洲心理學會

心理學高級文憑

幼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

特殊幼兒工作員*
註冊幼兒園教師
註冊幼兒工作員
註冊幼兒中心主管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 (榮譽)學士

-主修專業會計學 香港會計師公會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澳洲會計師公會

-主修金融服務 香港財務策師學會

-主修市場學 英國皇家特許營銷學會
香港市務學會

-主修醫療服務管理學 香港醫務行政學院

創業與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 醫療科學(榮譽)學士

-主修基礎醫療科學

-主修法庭科學

健康科學高級文憑

護理學院 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

＊適用於幼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畢業生

各課程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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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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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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西。東華學院的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有別於內地高校統一招生計劃，課程不佔內地高考志願，

學生需另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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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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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最多3個課程選擇。其後額外每個課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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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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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語進行的面試，並根據以下因素作出錄取決定：

 - 申請人在全國高考的總成績

 - 申請人在全國高考的英語成績

 - 申請人在面試中的綜合表現

 面試詳情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中前公佈。學生無須赴港參加面試。

Q7： 參加入學面試時需提交甚麼文件？

A7： 申請人必須於面試時帶備下列文件之原件及復印件（以“A4”紙張復印）:

 (i) 身份證 或 護照

 (ii) 高中成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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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服務之證明檔等）（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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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面試後何時獲通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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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指定日期前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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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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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況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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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簽證申請能於開課前獲批。除此之外，同學亦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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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會為學生搜羅各方有關住宿的資料，如青年旅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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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和業主等。

Q12： 學院有甚麼服務支持內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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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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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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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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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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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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畢業平均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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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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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獎學金/助學金 金額(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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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王定一獎學金 HK$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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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阿信屋獎學金 HK$ 10,000

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升班獎學金 HK$ 10,000

東華學院最佳進步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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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

卓越表現獎學金 HK$ 30,000 – HK$ 80,000

展毅獎學金 HK$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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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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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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cadmission@twc.edu.hk 

網址 www.twc.edu.hk 

報名費用：HK$400（可最多選擇3個課程）

注：其後額外每個課程選擇將收取HK$100。

本課程簡介（中文譯本）之內容及數據僅供參考之用，文意如與英文本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詳情及有關最新信息請瀏覽www.tw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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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簡 介
2019/ 2020入學

TWC’s slogan

Talent • Wisdom • Commitment 才 • 智 • 承諾

Talent • Wisdom • Commitment 才 • 智 •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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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faces of the sl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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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eme Re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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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071

PMS Cool Gray 11C / 10%

PMS Cool Gray 11C / 60%

PMS 032C

PMS Cool Gray 11C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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