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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亲爱的新同学：
您好！
我 们 是 香 港 科 技 大 学 内 地 学 生 学 者 联 谊 会 (Mainland Student and
Scholar Society，简称 MSSS)，热烈欢迎您的到来！
MSSS 成立于 1993 年，是一个为在香港科技大学学习生活的内地学生
学者服务的组织，其宗旨是帮助科大学生学者“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学术
交流，丰富业余生活”，并努力成为内地学生学者对内对外联络沟通的桥
梁与纽带。联谊会与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事务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香港其他院校内地学生会等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将
会及时转达有关内地学生学者在香港学习工作的重要消息，并提供相关事
项（如通行证签注延期等）的信息指南。
为了丰富校园里内地学生学者的业余生活，联谊会下设各球类俱乐部
和卡拉 OK 舞蹈、行山、电影、网络等俱乐部，定期组织活动有：每周六
晚的电影放映、中秋暨迎新晚会、春节晚会、夏季出海钓墨鱼活动等等，
各俱乐部也会不定期开展一些校内或兄弟院校间的球类竞技活动，我们希
望尽最大可能奉献给大家更多更精彩的活动，让紧张繁忙的科研学习之余
有更多的休闲娱乐时光，更希望大家能够很快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刚来科大，可能会碰到不少问题和困难，我们非常愿意为大家提供帮
助！为此，MSSS 特别为您准备了这本小册子，以备日常学习生活参考。
此外，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和联系我们 MSSS：
1. 访问我们的主页 http://ihome.ust.hk/~msss/，这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帮
助您用最短的时间了解 MSSS，适应在港的生活和工作，同时获得与
我们联络的方式；本科同学还可以从 MSSS Undergraduate Section 的
主页 http://ihome.ust.hk/~msssug/上获得更多信息；
2. 登陆我们的“清水湾 BBS”，http://hkust.dhs.org/；
3. 加入邮件列表 msss-list@ust.hk， 随时收取 MSSS 发布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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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入帮助邮件列表 mss-help-list@ust.hk，收取和发送各种求助信息给
列表成员；
5. 直接联系 MSSS 委员会的成员和俱乐部成员，从他们那里得到最直接
的协助；也欢迎随时加入到我们中来！
热忱欢迎您加入我们 MSSS，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为服务大家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最后，祝愿您在科大学习进步、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此致！
徐祖力
香港科技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 主席
Mainland Student & Scholar Society, HKUST
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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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新生入学指南
1.1 推荐随身行李
一、衣物
多套换洗夏装，些许秋装，香港秋冬气候不会很冷，且购物方便。但
科大学术楼中空调温度很低，可能需穿秋衣。
二、床上用品
科大宿舍未提供床上用品。床单枕巾等建议自备，被子枕头等可抵港
后购买。（参见 3.1 校内及校外的住宿）
三、电子产品
新生报到时适逢科大学生笔记本电脑促销，如能接受短时间无电脑的
生活（科大电脑房众多，详见 3.5 资讯科技服务中心），可抵校后购买。内
地电器插头在香港不适用，需买英式与内地的插头转换器。简易转换器在
深圳电子商城售价为 3 至 4 元，我们 MSSS 备有少量，如有需要可以联系
我们，联系方式参见 MSSS 主页 http://ihome.ust.hk/~msss 。
四、所需书籍
到科大读研究生者可携带少量专业相关书籍，本科生建议可携带少量
中文高等数学参考书，其中微积分及线性代数较常用。由于科大图书馆资
源丰富，可不必多带。（参见 3.3 图书馆）
五、家居用品
本科生无烹饪条件，如需要可抵港后购买电饭锅等。研究生入住学生
公寓 Tower 后，房内已备基本烹饪用具（一般为前人留下）
。校内可买到
调味品，但无餐具。
六、个人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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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漱用品与个人护理用品可抵港后购买，校内也有供应，可酌情自备。
七、其它用品
如是在内地修读完硕士课程者，需准备一份硕士阶段官方成绩单，科
大一些院系允许转不超过六个相关课程的学分。另外科大亦提供免费基本
医疗，但推荐可自备个人需要的药物（详见 3.6 校园其他设施）。此外推荐
准备一些 1 寸和 2 寸的彩色照片，在办理某些证件时需要。

1.2 科大相关交通
来港学生前往科大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机场至科大：
来校学生可从内地城市飞往香港国际机场，后可乘坐红色的士抵达科
大，亦可乘坐机场大巴、地铁及巴士。（详见 3.7 香港交通）
二、火车站至科大：
来校学生可从内地乘火车直达香港红磡火车站。如 T97 北京西到九龙
与 K99 上海至九龙两班列车均为隔日开出。广州东站每日有多班列车直抵
红磡，肇庆每日有一班列车经佛山到红磡。到达红磡火车站后可乘坐九广
东铁后换乘地铁再转乘小巴。（详见 3.7 香港交通）
三、深圳至科大：
到深圳罗湖后过关至香港，罗湖口岸就在深圳火车站南侧，也是从深
圳宝安机场出发的 K568 小巴终点站。过罗湖关后直接乘坐九广东铁后换
乘地铁转小巴至科大。如夜间抵达深圳，可选择皇岗口岸过关，后乘坐大
巴至九龙，再到科大。（详见 3.7 香港交通）
另外，香港的巴士和小巴一般不设找零，建议准备足够的零钱，也可
在任何一个九广东铁或地铁站的服务中心办理一张成人八达通。（办理学
生八达通参见 2.4 学生八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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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生报到程序
本科生抵达科大后可直接到宿舍入口处的 office 登记入住。而研究生
如若已预先申请过住宿，
可直接到 Tower B 下的宿舍管理处办理入住手续。
否则就要到 UG Hall 2 楼下的 SHO (Student Housing Office) 申请宿舍。缴
纳 住 宿 费 后 ， 可 持 录 取 通 知 书 与 相 关 证 件 去 ARRO (Admissions,
Registration & Records Office) 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并办理科大学生证。该
学生证有借书上机等多种用途。同时，ARRO 也提供一套科大 orientation
手册，帮助熟悉校园环境。本科生还可领到学期课程表，研究生则需自己
选课。

1.4 学校附近购物
1.
2.
3.
4.

东港城及坑口街市：可乘 11 路小巴去坑口。
新都城及宝琳街市：可乘 91M 到宝琳。
彩云及彩虹街市：可乘 11 路小巴去彩云站或彩虹地铁站。
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可乘 91M/91 到钻石山地铁站。

1.5 学校常见 office
Admissions, Registration & Records Office (ARRO) ：靠近 Lift 17-18 处 1 层
Student Affair Office (SAO) ：靠近 Lift 3, 5 层
Student Housing Office (SHO) ：UG Hall 2 楼下上 1 层
恒生银行及中国银行：靠近 Lift 19 处, Ground Floor
Student Union 服务社：靠近 Lift 10-12, LG5
Sports Hall：靠近 Lift 6, LG1
Management Office：Tower B Ground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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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常用证件
2.1 香港身份证（HKID）
凡获准在香港逗留超过 180 天的 18 岁及以上人士在抵港后 30 天内需
申请并登记身份证。办理身份证的办事处有各自的派筹人数，为节省轮候
时间，可用预约服务。网上预约服务网址为：http://www.esd.gov.hk/。电话
预约热线为 2598 0888。此外，申请人也可亲临人事登记办事处领取当日
筹号，以办理申请手续，但视乎当日是否有剩余配额。
申请香港身份证需出示港澳通行证及其他文件，具体要求参见入境事
务处网站：http://www.immd.gov.hk/chtml/hkid.htm。根据工作人员指示办
理身份证后，将会得到一张临时身份证，并于约定时间换领正式身份证。
申请人应亲身前来领取，如欲授权他人带领身份证，可在办理登记手续时
通知登记主任并填妥授权表格或提交书面授权书，获授权代表必须超过 18
岁，并出示其本人身份证，申请人申请身份证的收据及申请人的书面授权
书及有关其签署的证明文件或授权表格。注意：香港身份证需要随身携带，
香港警察随时可以抽查身份证，在没有得到正式身份证前，请随身携带临
时身份证或者港澳通行证，以便不时之需。
离科大较近办理地点：
港岛办事处
湾仔告士打道 7 号入境事务大楼八楼，湾仔地铁站 A 5 出口
电话号码：2824 6111
观塘办事处（推荐）
观塘海滨道 123 号九仓电讯广场地下商场 25 至 35 号及 43 至 45 号铺
位，牛头角地铁站 B 6 出口，也可于科大巴士站乘坐 104 小巴。
电话号码：2755 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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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大学生证（StuID）
新生入学需到 ARRO（Lift17-18）办理学生证，须有交纳学费的收据，
学生证当场可领取。如遗失学生证亦在 ARRO 补办，另缴费 150 港元。

2.3 港澳通行证
港澳通行证
一、通行证的延期
因私通行证最早可在到期前三个月办理，如欲再提早或者加快办理均
需有校方证明。标准流程具体如下：
1. 在学校 ARRO 领取并填写表格，研究生需到 general office 盖章签字再
缴费，本科生可去恒生银行直接缴费，费用为 20 港元。缴费后将收
据交回 ARRO，三天后可取就读证明。该证明拿取后有效期为一周，
故需尽快去入境事务处办理后续手续，建议有时间办理后续手续时再
取就读证明。
2. 领取就读证明后复印通行证（照片页，香港签注页，内地签注页，最
后一次入境纪录页）与香港身份证，以及财产证明（存折复印件或近
一个月的银行月结单），乘地铁至湾仔站 A5 出口，沿天桥走到入境
事务处。从入境事务处的 G 层电梯（Lift，而非 escalator）上九楼，
填表并提交办理签注。若干天后将有电话通知在办理签注处拿取签
注，并交费 160 港元。
3. 办理内地签注可选择到香港中旅社，可带照片两张，或根据中旅社要
求去指定相馆照相，收费标准为 22 元 4 张或 29 元 8 张。建议到指定
相馆照相。除照片外，需复复印新拿到的香港签注，及通行证，香港
身份证，国内身份证。到旺角或湾仔中旅社填表并上交通行证，同时
缴纳 250 元手续费（离原签注到期两星期以上办理国内签注，费用为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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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地签注也可以选择前往深圳办理。
地点：出香港海关并过罗湖桥，左侧上一层楼。注意不要过深圳海关。
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2:30 14:00-16:30
要求：同香港中旅的要求（深圳需要出示国内及香港身份证原件）
费用：100 元（离原签注到期两星期以上费用为 150 元）
等待时间：要等两周，领证时要带身份证复印件
优点: 在深圳办，通行证自己拿着，不影响出入海关。
咨询电话：0755-82329899

也可选择回户口所在地办理，利用放假回家的机会去各城市入境事务
处办理续期。
二、关于通行证延期的其他信息
1. 毕业生办理通行证延期
学生毕业后欲留港找工作等，可申请 Job Hunting VISA，此 VISA 属
访问性质，三个月内单程有效，不可多次往返香港。且从批准之日起
Student VISA 自动终止。研究生办理时需研究生院开一封允许毕业后
留港找工作的证明信，后去入境事务处办理。
2.

相关机构的联系方式
香港入境事务处
http://www.immd.gov.hk
电话：23473492 23594426
24754145 28246111
香港中国旅行社
http://www.ctshk.com
电话：28511700 28533066

26518644

有关申请表的下载网页：
http://www.ctshk.com/zhengjian/rencai/rencai.htm
香港中国旅行社总社：
香港干诺道中 78-83 号中旅大厦二楼，周一至周六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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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仔分社：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139 号修顿中心地下，周一至周六 9:00-17:00
旺角分社：
九龙旺角洗衣街 62-72 号宝得大厦三楼，周一至周六 9:00-17:00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
地址：香港上环干诺道西 160 号西港中心（西区警署对面的白色高层
办公大楼）。上环地铁站 A1 出口乘 5/5A/5B/18 路巴士到“正街/西区
警署”下。
联系电话：28314333。
三、通行证遗失后的补办
在深圳遗失通行证后需即刻到最近派出所报案，并开遗失证明。之后
准备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及所需二寸照片，带 600 元人民币到深
圳市公安局二楼，领取排队号等候。之后找二楼的大堂科长告知基本情况
并强调希望尽早赶回学校继续学习，并按要求填写申请表以及自由行的申
请表，办理通行证及自由行签注。约 5 到 15 天可拿到自由行证件，并到
银行开资产证明，准备录取通知书或就读证明复印件，以及派出所的被盗
证明复印件。返回香港后将临时通行证上有内容的页都复印并去香港入境
事务处网站下载申请学生签注的表格，填完并带以上所准备资料去 ARRO
申报通行证遗失，并开在读证明，把所有资料递交香港入境事务处办理。
学生签注需要至少三个礼拜才可拿到，而因为持有旅游签证，需要每七天
出境一次，每张签证只能使用两次，故应及早办理新旅游签注，建议使用
加急。公安局办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30am—6:00pm。旅游签注拿到
后五天后才可申请新签注。如果七天内没有出境，有可能在出关时被拘留。
综上所述，提醒去深圳时一定要注意通行证的保护，最好不要遗失。

留学证明
留学证明是由中联办开具的证明文件，证明持有人曾在香港留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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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可根据国家政策，享受对归国留学人员的
有关优待。需在离港前一二周办理留学证明，该证明可即时领取。
办理留学证明/到港登记的时间地点：
时间: 每周二，上午 9:30 – 12:00， 下午 2:30 – 4:30
地点: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
申请留学证明的条件
申请人在香港的大学攻读并取得学位，或受聘于大学从事研究相关的
工作 (合约时间通常需超过半年)，申请人在中联办留有登记资料。
曾持有因公通行证者中联办均有资料，而持有因私通行证来港者，需
在抵港后三个月内持通行证亲往中联办登记，登记时间地点同办理留学证
明。未如期登记的学生学者不予办理留学证明。

2.4 学生八达通
未满 25 周岁的全日制学校学生可以申请办理学生八达通。办理人需
在任何地铁站或者学校的学生事务处（Lift 3，5 楼）领取学生八达通表格，
填写表格并交回学生事务处盖章，准备一张 40mm×35mm 的彩色照片，
并交到就近地铁站，同时缴纳 90 港元。第一次领卡时，卡内有 20 元余额。
每次续办，同样填表，并补 20 元手续费。如有遗失，卡主可立即通过八
达通热线 2266 2266 向发卡公司报失和申请补领新卡。学生八达通办理事
务处设在金钟，任何延期或迟交等问题均可亲临办理。递交了申请表格却
尚未拿到学生卡时，可以购买地铁特惠票，但必须将地铁站发出的证明表
格随身携带，以备检查。学生八达通乘坐地铁可享受 5 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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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它证件
结婚证
于香港结婚的双方均不受居留条件所限制，也可属于任何国籍。结婚
法定年龄为 16 岁以上。需有手续：
1. 向婚姻登记处递交“拟结婚通知书”
。相关表格可在香港入境事务处
官方网站的公用表格栏目下面找到。
2. 向婚姻登记处交“拟结婚通知书”时，需出示拟结婚双方的身分证明
文件（可以是通行证或香港身份证）
。同时需要提供双方的名字，婚
姻状况，职业，年龄，住址，双方父母的名字，如有任何一方小于 21
岁，需要列明同意此婚姻之人的姓名和地址，并提供和该人关系的证
明文件。
3. “拟结婚通知书”会在婚姻登记处和婚姻登记事务及纪录办事处公开
展示 15 天。拟结婚通知书展示满十五整天后，如无人提出反对，婚
礼便可举行。拟结婚双方需要与登记处的登记官商议婚礼的日期和时
间（如果是在教堂就是与主礼的神职人员商议）
。发出“拟结婚通知
书”后，双方必须在 3 个月内结婚，否则通知即作废；之后双方必须
重新发出通知才能结婚。
4. 如果在婚姻登记处举行仪式，新娘和新郎需要提前 15 分钟到达。当
场还需要两个成年人作为见证人并签署作证。见证人需要在一式双份
的结婚证书上签字。登记处将一份证书给结婚双方，另一份留档。
5. 费用：拟结婚通知书 305 港币，正常办公时间婚礼 715 港币，星期六
下午或者星期日 1935 港币。

寝室证
自备两寸彩色照片，在 Hall 的入口处 office 即可办理。
科大学生会（Student Union）会员证
需缴纳入会费 100 元，通常学费单上已包含，携带收据从 LG 4 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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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的学生会柜台即可办理学生会员证，有此证件可在 Student Union 服务社
享受折扣优惠，也可享受学生会福利。如有遗失，可从 Lift 3 上至五楼在
学生事务处报失补领。
受养人证件
全日制学生的配偶及 18 岁以下子女均可以受养人的身份来港，其居
留期限与本人期限相同，每年签证延期时配偶或子女需与本人证件一同办
理。首次申请与延期所需材料基本相同：
1. 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合同与录取通知书或每年 ARRO 开具的续签证
明，通行证复印件（照片页，香港签注页，内地签注页，最后一次入
境纪录页），香港身份证。续签需要受养人的通行证与香港身份证等
资料。
2. 结婚证及复印件，申请表 ID936 和 ID962，下载网址：
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c)962.pdf
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c)936.pdf
3. 申请时亦要提交财产证明，包括收入证明和银行存款证明。银行存款
证明可以是存折的复印件或近一个月的银行月结单。
4. 住址证明可以是公共机构或银行所寄的信，或者租约，也可在学校开
证明。
带齐资料到湾仔香港入境事务处九层办理证件，15 个工作日后可取
证。如有材料需要补充，可用传真。取到签注后寄回内地，受养人即可办
理通行证。续签时则不必回内地。
香港入境事务处相关信息可查询：http://www.immd.gov.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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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生活在科大
3.1 校内及校外的住宿
校内居住
校园内的学生公寓包括 SKCC Hall（張鑑泉樓，即 PG Hall I）， PG Hall
II，University Apartment Tower A & B，UG Hall I – IV，Jockey Club Tower(赛
马会楼，即 UG Hall V)，何善衡楼(SH Ho Tower， 即 UG Hall VI)。
University Apartment Tower A & B 位于校园山顶，是研究生住宿之地。
房间结构为四室一厅的公寓式套房，配有洗手间、浴室和厨房，厨房配有
煤气炉、冰箱和微波炉；24 小时有热水供应；客厅和每间卧室都装有空调；
卧室装有网络接口。卧室面积在 7~11 平米之间不等，价格一律为每月 2665
港元，包含所有费用。
PG Hall 位于半山腰，目前本科生和研究生共用。房间面积约 8 平米，
上下铺可居住两人。每层有公共冰箱、电视、微波炉、浴室等，较之 Tower
简陋，但价格也很低，目前大约为每月 800 港元。
UG Hall I – IV 从半山腰一直延伸到海边运动场附近，房间面积约 10
平米，分为双人间与三人间，每个人配有壁柜，衣柜，橱柜各一个。双人
间的床位左右平行并列，三人间为上下铺。每层都有公共冰箱，电视，微
波炉，浴室等，价格适中，目前约为每月 800 至 1400 港元。
本科生按照规定通常住在学校宿舍，包括 SKCC Hall，PG Hall II，UG
Hall I – IV，Jockey Club Tower，SH Ho Tower。研究生一般都住 Tower A&B，
随着入学人数急剧增加，Tower 的房位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将有部分人
会先被安排在 PG Hall II；这部分同学将会被排在 waiting list 上，一旦 tower
的房子出现空缺 SHO 会通知其搬入 Tower。
一、申请入住
除第一年入学新生外任何尚未且计划住在校内的研究生需要自行申
请住房，Student Housing Office (SHO)会通过 email 提前通知申请的起止日
期，未申请者将被认为放弃校内居住权；正在校内居住的研究生也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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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简单的手续获得批准而搬到校外居住。
内地本科生也需要申请在校住宿，否则学校将不预备住房。申请方法如下：
1. 请登陆校园学生内联网：http://www.ust.hk/intranet/stu/；
2. 在 my campus life 一栏中点击 Apply for On-campus Accommodation 选
项；
3. 进入后可根据提示申请。
本科生如果错过申请时间，可以立即去 student housing office（SHO）
提出申请，一般情况学校都会特别照顾内地学生，即使未能及时申请住房
依然会获得住宿机会，但通常将不能与其他学生一同选房。
获取校园住房详细信息可以访问 https://www.ab.ust.hk/sao/dir3/sapghall.htm
研究生申请校园住房，请访问 http://www.ab.ust.hk/applyhall
二、退房
研究生退房只需到 SAO 填写相关表格并上交 SAO 后等候通知，待许
可通知下发后（约一周左右），即可退房。填表时需明确计划搬出日期，
以免缴纳额外费用。并到位于 Tower B 底层的 Management Office 签字，
上交钥匙即可。本科生则只需在各自 hall 的 office 中交还钥匙即可。退房
后如果想重回 tower 居住，原则上需重新提交申请，并在 waiting list 上等
待。但如尚未搬出，则可尽快与 SAO 工作人员联系，如房间尚未分配出，
则可即刻取消退房申请且无需任何手续。建议直接去 SAO 处。
三、申请换房
研究生如不满意目前居住环境，可直接到 SHO 提出换房申请。SHO
会根据申请人要求予以考虑，申请人则被排在 waiting list 中，如有空房则
根据次序换房。这一过程所需时间不定。申请人也可预先联系到即将退房
之人，待该人退房时与其一同前往 SHO 申请换房，如此则省时省力，即
刻可获得批准。此后二人需同往 Management Office 办理房间交接事宜。
另外每年八月和九月，适逢大批学生毕业，因此这段时间换房一律终止。
本科生若要换房可私下找到欲与之交换的学生，并共同在 Hall 入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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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处领取表格并共同填写签名，即可换房，但如若错过 check-out &
check-in 的时间，则只可自行换房，而并不被校方认可。
校外租房
科大学生租房主要选择在学校附近的大埔仔村， 也有少数在将军澳、
北角等地。房租约从每人 1000 至 3000 港元不等，房屋种类甚多。
一、租房途径
位于大埔仔村公路两侧有房屋中介，其中亦有刊登网上广告。中介一
般会收取半月房租作为中介费；其优点在于能够比较快速地找到相对合适
的房子，可供选择量大。在住房出现问题或同业主出现纷争时，中介可出
面协调，且其租房合同较正式，对承租人有一定的保障。
此外，科大网广告板块、清水湾 BBS 以及科大内地学生会的 mailing list
上也会经常有相关信息发布，还可登陆 HKUST 网站（my portal Æ interest
Æ Housing）
，其中也不乏租房供求信息。通常是供求双方自行联系，无中
介费用。因此，加入 mss-help-list 和 mss-rent-list，并时常光顾清水湾 BBS
是经常获取最新住房信息的最佳途径。
二、转租、退房、和租金计算
欲往大埔仔居住者可与业主商讨一份租房合同，业主会收取两月房租
作为押金，待承租人退房时归还。租房合同里应当注明所收取的押金，租
金，以及租房时限。租房合约一般有注明是死约还是活约，如果是死约，
那么承租人就必须住满合同规定时间，否则就面临罚款。如果是活约，则
承租人一般需在退租前一个月通知业主。定合约时或会注明前几个月为死
约，后几个月为活约。 后几个月的活约对承租人是种保护，即在死约期
满之后，租客有权利以目前的价格优先获得承租权。
亦有业主要求承租人退房时自行寻找下家，否则不能如数退还押金，
此情况下如要离开时需早做准备，通过 mailing list 等渠道发布消息，寻找
新的承租人。
承租人还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租金如何计算，即何时交纳租金，租金
是否包括诸如家具折旧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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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费用和生活设施
大埔仔不比 Tower 里的设施完备，通常水、电、煤气、上网、甚至家
具和日用电器都需要另外负担费用。但绝大多数房屋里面已经配备了比较
完备的日用设施，包括冰箱、洗衣机、空调、床等，需要注意的是，一般
同等条件的房子，有配套家电的房租要比没有配套的贵 400 元左右。水电
和煤气费用很少，视个人情况，每月几十元至一两百元。目前，电讯盈科
等公司提供互联网服务，费用根据联接速度（3M－6M）和合约期限（一
般 18 个月）确定，大致每月近 200 元。

3.2 校内食堂
科大共有七个食堂，分别是：1/F coffee shop，G/F 南北小厨，LG1 餐
厅，LG5 美食广场，LG7 学生餐厅，Seafront 餐厅和 University Center
Restaurant（Tower C）。
各个餐厅详细的菜单可在以下网址查询：
https://www.ab.ust.hk/cso/home_cat_frame.htm 在此不再赘述。

3.3 图书馆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位于科大 Academic Building，共五层，通过印刷
品、缩微资料、电子资源、视听资料等多种媒体形态并重及完善的本地和
国外图书馆的馆际互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完整的资源保障体
系。而科大学生，凭借一张学生证，就可以尽情享用图书馆所提供的资源。
一、借阅
图书馆的藏书分为: Book collection，Reserve 等几种。
Book collection 里的书籍，本科生一次可借 35 本，可借阅四周，而研
究生一次可借 50 本，可借阅八周。如若到了借阅期限，无其他人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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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在网上续借，续借一次可延长一周左右。所有学生都可以续借两次。
Reserve 里的书籍一般为课本或参考书，摆于图书馆一楼的 Reserve
center，供学生借阅。但只能借阅两小时，也有一天或三天的，不能够续
借。
具体的借阅规则请参考：http://library.ust.hk/serv/borr.html
二、学习空间
图书馆有五层，1850 多个座位，常年中央空调，学习环境非常好。除
普通的阅读座位，图书馆里还提供有“study room” 和 “seminar room”，
可容纳 4-10 个人不等，还有景色优美的海景房。所有师生都可在网上预订
房间，每次至多可定三个小时。
三、多媒体室和电脑房
图书馆 LG1 有一个多媒体房间，内有各种视听资料以及各种电子期刊
和微缩资料。更有两个多媒体小房间，每个可容纳 10 人左右。多媒体室
旁边有一间电脑房，网速很快。
四、打印复印
图书馆 G 层有两台免费打印机，纸张自备。但建议去 Computer barn
去打印比较便捷，打印一张三毛钱。图书馆每层都有复印机，用八达通缴
费复印，三毛钱一张。

3.4 校园体育设施
体育设备介绍及具体设施请查阅：
https://www.ab.ust.hk/sao/dir4/sasports.htm
体育设施开放时间请查阅：
https://www.ab.ust.hk/sao/dir4/PAGE3.HTM
网上预定（ITSC 账号登陆）：
https://w1.ab.ust.hk/fbs_user/html/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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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
更衣室都提供免费储物柜，但需用五元港币抵押钥匙，开锁后五元硬
币将自动退出。Tower C&D 下有小型健身房，无需预定，但器材较少。
学校 LG4 另有大型健身房，需用学生证或健身卡进入，可由 Lift 3 前
往。大型健身房入口处可量体重，血压以及脂肪含量百分比。

3.5 资讯科技服务中心（ITSC）
科大的 ITSC 为在校师生提供完善的计算机软硬件以及网络服务。科
大共拥有三个计算机房：Computer Barn A, room 4402-4404 (Lift 17,18)；
Computer Barn B, room 1101 (Lift 17,18)；Computer Barn C, 4578-4580 (Lift
27,28)。 此外，校园内分布有多台 Express Station，方便学生随时收发电子
邮件以及查询资料。
ITSC 账号
新生在报到注册后，需要申请 ITSC 账号，此帐号将用于登陆科大电
子 邮 箱 以 及 其 他 网 络 服 务 ， 具 体 申 请 过 程 请 参 看
http://www.ust.hk/itsc/account/stuacc/index.html。一般申请 ITSC 账号可
以在 Express Station 上进行，在未申请 ITSC 账号前，无法使用
Computer Barn。
Resnet 注册
校园宿舍中提供网络接口，使用前需要使用 ITSC 账号进行注册。注
册网址在 http://www.ust.hk/itsc/ResNet/。每个端口最多可以注册两台
电脑。
房间位置查询
ITSC 提供房间查询功能：http://www.ust.hk/itsc/expstation/find-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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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人员查询
可以登录下面的网址查询在校人员的基本信息：
http://www-cgi.ust.hk/cgi-bin/itsc/comdir/search/detailsearch.pl
校园网
校园内网地址：http://www.ust.hk/intranet/stu/，其上提供多种常用链接。
无线网络服务
校园内的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提供无线网络服务。使用者可以通过无线
网络接入校园网，登录时需要使用 ITSC 账号注册。此外，ITSC 还提
供多项其他服务，具体请参看 ITSC 主页 http://www.ust.hk/itsc/。

3.6 校园其他设施
PRS
PRS 是本科生上课时常用于记考勤或答问的红外线遥控装置，需携带
学生证从 Lift 2 上至四楼领取。如有遗失，需在 ARRO 填写表格，并
去恒生银行缴纳 250 港元，之后在 Lift 2 的四楼领取。
Student Union 服务社
地
点：LG5 (Lift 10-12)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 am ~ 18:00 pm
(lunch time：13:30 －14:30)
周六
9:00 am ~ 13:00 pm
(周日和节假日休息)
可购物品：各种文具和小型生活用品。持有学生会会员证者可打折。
校内医疗
校内诊所(medical clinic)位于 LG1012，可搭乘 Lift 4 前往。挂号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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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学生证。首次就诊需声明，并填写个人信息以作个人病历档案。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 am - 12:30 pm; 1:30 pm - 4:45 pm
周六
：9 am - 11:45 am
周日及节假日：Closed
校内烧烤
校园内烧烤场可以通过网络预定，预定人可使用 ITSC 账号登陆：
https://w1.ab.ust.hk/fbs_user/html/main.htm
定场后请自备煤炭，食品，引火炭，杈子等，以上物品均可购于校内
百佳超市。烧烤完毕后请扑灭火堆，并收拾残余废物。校内有三处烧
烤场，分别位于海洋实验室之侧的海滩，海边运动场附近以及山顶处。
（其中山顶处仅供 faculty 和 staff 预定）
购买图书
教学及专业用书可在学校书店购买，买书出示学生证或职员证有九折
优惠，书籍短缺时可向柜台提供书籍名称，出版社，及 ISBN 号码等
信息定购。书店可能收取手续费，金额取决于所买书籍。通常一个月
内可到货，书店将致电或邮件通知取书。另外，使用特定银行的信用
卡支付费用亦有额外优惠，具体情况请到书店柜台咨询。
学校书店网址：https://www.ab.ust.hk/cso/home_com_frame.htm
在此，香港其他地方书店推荐有：旺角汉荣书局，佐敦文苑书店，尖
沙咀海港城三楼的 Swindon。如欲购买内地书籍，可搭乘地铁到深圳
大剧院站去深圳书城，或者到科学馆站的深圳购书中心选购所需书
籍。另外也可通过“当当网”
（ http://www.dangdang.com/）网上定购，
该网站将送货上门，书籍价格较深圳书城便宜。
Information Center
地点在银行附近，内有卖科大纪念品，并且可以邮寄信件与物品，价
格略贵。也可选择到坑口厚德商场内的香港邮政局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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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生活在香港
4.1 香港交通
一、抵港离港
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坐落于大屿山，在此重点介绍两种交通方法：
1. 机场快线：
机场专线铁路设有博览馆、青衣、九龙和香港等站，营业时间由每天
早上 5 时 50 分至凌晨 1 时 15 分，而末班车开出时间为凌晨 12 时 48
分，每 12 分钟一班次。由机场前往香港站，约需 24 分钟。搭乘机场
快线是到市区最便捷的方法。
票价及首末班车的详细资料请查询：http://www.mtr.com.hk
2.

机场大巴：
机场大巴 24 小时运作，巴士内有行李摆放处，并有中英文广播以及
电子屏幕提示下一个车站的名称。收费为现金(不设找零)，巴士票或
八达通。具体路线可于站台售票处咨询。

机场前往科大方法：
1. 乘坐机场快线到青衣，换乘地铁东涌线至荔景，再乘荃湾线至太子，
再换观塘线至彩虹，在彩虹地铁站 C2 出口转 11 路小巴到香港科技大
学，此方法虽便捷但价格不菲，$65.5；
2. 在机场乘 E23 至斧山道嬉水泳池（龙翔道），然后在红萼楼乘 11 路小
巴至科技大学。整个车程约 110 分钟，车资共 23.5 元；
3. 在机场坐 E22A 至将军澳宝琳巴士总站，再换 91M 路巴士，由宝琳到
科技大学。约 90 分钟车程，$28.9；
4. 直接乘的士去科大，需乘红色的士，费用在 300 港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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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磡火车站
火车站在市区内，位于红磡体育馆对面，交通有九广东铁。
可从红磡车站乘九广东铁至九龙塘，后转地铁至彩虹，再转乘 11 路
小巴至科大。或者乘的士前往科大（不需要过海），费用约 100 港元。
二、实用网站
香港地图
：http://www.centamap.com/
香港国际机场：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
九广铁路
：http://www.kcr.com.hk/
香港地铁
：http://www.mtr.com.hk/
九巴网站
：http://www.kmb.hk/
城巴网站
：http://www.citybus.com.hk/
新巴网站
：http://www.nwfb.com.hk/

三、市内交通
1. KCR—MTR 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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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携带大件行李可走特殊闸机或行李通道。
2.

小巴
小巴通常有固定载客限制（16 人）
，无站票。小巴并非每站必停，如
欲下车，需提前告知司机，广东话普通话英语均可使用。
以下是科大常用小巴：
11 路（坑口村Ù彩虹）其中 11S 为 11 路的夜班车
从科大出发，途经彩云，终点站是彩虹地铁站 A2 出口（回科大上车
点在彩虹地铁站 C1 出口）。
注意，彩云是彩虹前一站，勿下错站。
彩虹开：05: 40 ～ 00:10
收 费：$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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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大出发，途经坑口地铁站，终点站是坑口村
坑口开：05:20 ～ 23:50
收 费：$4.00
11M 路（坑口地铁站Ù香港科技大学）
收 费：$4.00
104 路（香港科技大学Ù牛头角）
收 费：$6.0
3.

大巴
大巴大多为双层巴士，底层可站立，顶层不可。如欲下车，需自行按
扶手上的铃。经过科大的大巴有：
91M（钻石山Ù宝琳）
从科大出发，途经彩虹地铁站，终点站钻石山地铁站，收费：$4.9
从科大出发，途经坑口地铁站，终点站宝琳地铁站，收费：$3.5
91（钻石山Ù清水湾）
从科大出发，到钻石山地铁站，收费：$6.1
从科大出发，到清水湾，收费：$5.5
792（西贡Ù调景岭）
从科大出发，到调景岭地铁站，收费：$4.5
从科大出发，到西贡巴士总站，收费：$5.9

四、回校方法
通常可乘地铁至彩虹，钻石山，或者坑口地铁站，之后换乘对应的小
巴或者大巴至科大。如若乘坐的士回校，从彩虹至科大约 50 港元，从坑
口至科大约 25 港元。车辆不可在有双黄线的地方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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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香港旅游
一、港岛
中环
香港商业经济中心，汇丰银行与中银大厦是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标，另
有林林总总的名牌精品店与大型百货公司，通常晚上 7:30 关门。
前往方法：地铁中环站或从尖沙咀乘天星小轮
兰桂坊
酒吧舞厅一条街，充满了西方风情，附近的苏豪区士丹顿街区也是饮
食的好去处。
营业时间：下午 5 时至凌晨 5 时
前往方法：
中环地铁站 D1/D2 出口向太平山方向前行至皇后大道转右直行至第
一个路口(德己笠街)，沿此街向上山方向直走经过 KFC 第二个路口
太平山
欣赏香港全景之处，缆车总站的山顶凌霄阁，山顶广场的餐厅以及凉
亭都是观景的最佳地点。凌霄阁更有超动感电影院，“信不信由你”
奇趣馆以及杜莎夫人蜡像馆等。
前往方法： 山顶缆车总站 ( Peak Tram Station ) 位于香港中环花园道
33 号 ( 33 Garden Rd., Central) ，有 15C 接驳巴士来往中环天星码头，
车费为港币 3.2 元
营业时间：10:00 - 24:00 (每十至十五分钟开出一班，约七分钟车程)
收费标准： 成人单程港币 20 元，双程港币 30 元；
小童 ( 十一岁或以下 ) 单程港币 6 元，双程港币 9 元；
六十五岁或以上长者单程港币 7 元，双程港币 14 元。
湾仔
湾仔的香港会展中心与金紫荆广场，由 2002 年 4 月 1 日起，每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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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1 号及 21 号上午八时正，穿着礼服的警务人员，包括十名枪队
成员、升旗手及警察乐队将进行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升旗仪
式。警察银乐队将于升旗礼进行期间演奏国歌。在升旗仪式完成后，
警察风笛队会演奏其它乐曲约十分钟。
铜锣湾
拥有全香港最大的维多利亚公园，以及跑马地赛马场。铜锣湾如同一
个繁华的不夜城，这里的商店营业时间永远是全港最长，自然也是购
物的天堂。
前往方法：地铁铜锣湾站
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可能是全世界最快乐的海洋主题游乐园。除了有趣味十足的
海豚海狮表演，也有 250 多种数量达 2 千多条鱼群的海洋展览馆和盘
山临海而建的机动游戏。
前往方法: 中环天星码头前的海洋公园专线巴士站
金钟地铁站乘搭 629 号巴士或海洋公园专车
入场费用：成人$185，儿童$93 (3-11 岁)，中旅 80%折扣
城巴海洋公园套票：金钟地铁站乘海洋公园城巴直达。
成人$209，儿童$105 (3-11 岁)
浅水湾和赤柱
有漂亮的沙滩和海景。
前往方法：于中环交易广场地面巴士站乘前往赤柱之 260/6/6A 号巴
士， 在浅水湾下车， 如先去赤柱， 回程时也可乘前往中环之
260/6/6A 号巴士， 在浅水湾下车。
二、九龙
尖沙咀
香港繁华的购物休闲区，广东道上有海港城、中港城、太阳广场；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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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弥敦道有柏丽购物大道和 Joyce Boutique；梳士巴利道上的名店城、
新世界中心等。
位于尖沙咀太空馆至洲际酒店之间的星光大道，1898 年至今仍然使用
中的天星小轮， 集合了多达 700 家店铺的海港城都囊括其中。
前往方法：地铁尖沙咀站
旺角
旺角是香港人流极旺盛的地区，庙街、女人街的夜市愈夜愈精采，金
鱼街、雀鸟花园与花墟总有熙来攘往的购买人潮。旺角中心(最流行的
日系青少女服饰)、先达广场、潮流特区、Chic 之堡等新兴购物热点，
商场内尽是最受年青人欢迎的光盘、漫画书、海报、杂志、首办模型，
无不洋溢着青春气息。
前往方法：地铁旺角站
黄大仙
黄大仙祠是香港最多人参拜及占卜的庙宇之一，更是本港首间获政府
授权举行道教仪式婚礼及签发结婚证书的道教祠庙。
前往方法：地铁黄大仙站 B 出口
三、新界
西贡渔村
吃海鲜的不二之选。
前往方法：乘 792
四、离岛
大屿山
香港第一大岛，且拥有天坛大佛、迪斯尼和博览馆等景点。
前往方法：乘地铁东涌线于总站东涌下车再转乘 23 号巴士在总站昂
坪下车；
推荐在中环乘前往梅窝的船再转乘 2 号巴士在总站昂坪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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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尼
香港迪斯尼乐园设有独一无二的特色景点、两家迪斯尼主题酒店，以
及多姿多采的购物、饮食和娱乐设施。
3 岁以下小童免费入场。所有门票价格均以港元计算。价格及日期或
会随时更改。所有门票均印有有效日期，只限于有效期内使用。详情
请浏览：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前往方法：地铁迪斯尼线直达。
南丫岛
南丫岛是香港境内的第三大岛屿，也是影星周润发出生的地方，该岛
给人一种渡假休闲的感觉，不少外国人都喜欢在此聚居，令岛上生活
文化溶合了中西两方面的特色。
前往方法︰中环 4 号码头或香港仔码头乘搭往来索罟湾或榕树湾的小
轮，船程约 30 分钟左右
长洲
长洲最有名的要数太平清醮，又称为包山节，是长洲独有的节庆，太
平清醮期间会举行庆祝活动，包括传统中国戏曲和舞狮。但最瞩目的
要算那三座 16 米高的包山。包山的圆锥形支架用竹搭成，支架上面
铺蘸有红点的满包子。
前往方法：由中环码头乘坐渡轮前往长洲，船程约 30 分钟至 1 小时。
旅客可事先购买船票和飘色巡游观众席的门券。
五、博物馆
亚洲国际博览馆
馆内设备先进，包括一个全港最大、内设 13,500 个座位的室内多用途
场馆。博览馆位置优越，邻近香港国际机场，前往市区交通方便。
前往方法：机场快线博览馆站
香港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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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具百年历史的旧鲤鱼门炮台改建而成，重点介绍明、清两代至今的
海岸防卫历史，展出不少军用物品如坦克车、大炮等。
前往方法：乘坐地铁到筲箕站 B2 出口，沿指示牌步行 15 分钟
乘坐地铁到杏花村站 A2 出口，转乘 84 号巴士
乘坐 85 号巴士，行走北角渡轮码头与小西湾之间
网址：http://www.lcsd.gov.hk/CE/Museum/Coastal/b5/index.php
电话：（852）25691500
香港艺术馆
香港最具规模的博物馆之一，藏品数量丰富。
前往方法：乘坐地铁至尖沙咀站 E 出口，沿弥敦道向梳士巴利道方向
步行约 3 分钟
网址：http://www.lcsd.gov.hk/CE/Museum/Arts/cindex.htm
电话：（852）27210166
香港历史博物馆
香港历史博物馆罗列了香港四亿年的自然生态环境及 6,000 年的历史
故事，藉以见证香港人多年来努力不懈的成果，更经常举办主题展览。
前往方法：乘坐地铁至尖沙咀站 B2 出口，沿金马伦道向东步行约 18
分钟
乘坐地铁至佐敦站 D 出口，沿柯士甸道向尖沙咀东部方向步行约 20
分钟
乘坐九广铁路至红磡车站，沿人行天桥往尖沙咀东部方向步行约 15
分钟
网址：http://www.lcsd.gov.hk/CE/Museum/History/index.php
电话：（852）27249024
香港科学馆
香港科学馆设有超过 500 件展品，当中多为互动形式，可供参观者亲
自操控，探索科技的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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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方法：乘坐地铁至尖沙咀站 B2 出口，沿金马伦道向尖沙咀东部
方向步行约 18 分钟。
网址：http://www.lcsd.gov.hk/CE/Museum/Science
电话：（852）27323232
香港太空馆
太空的奥秘及航天科技的发展，香港太空馆为您一一展现！太空馆的
外型设计呈半蛋形，其天象厅是全球最大型的天象馆之一。
前往方法：乘坐地铁至尖沙咀站（E 出口），跟从指示前行
网址：http://www.lcsd.gov.hk/CE/Museum/Space/index.htm
电话：（852）27210226

4.3 香港购物
一、化妆品
香港购买化妆品及护肤品的主要商场专柜或专卖店有：萬寧，屈臣氏，
機場免稅店，莎莎，卓悅，龍城大藥房。
莎莎与卓悦的化妆品价格较一般专柜便宜，但种类不够齐全。机场免
税店价格较专柜略便宜，且有其独有的优惠套装。下面的网址可知大多数
牌子在香港的专柜购买地点：
http://www.beautyexchange.com.hk/revamp/brands/
莎莎的店铺地址可从
http://web1.sasa.com/SasaWeb/tch/misc/store_locator_hk.jsp 里查询。
请登陆 MSSS 的网站阅览购买化妆品注意要点的详细介绍。
二、电脑及数码产品
概述
在香港主要购买的电器为电脑，数码产品以及手机等。以下将主要介
绍香港几家电器连锁商店，电脑城以及销售水货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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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的电器连锁店有丰泽、百老汇、中原、泰林、张毛记、国美、
镭射、以及香港最好等，多数连锁店的分店分布在铜锣湾，尖沙咀和旺角
等地。其中丰泽分布最广，百老汇次之，镭射分店集中在旺角地区，香港
最好电器的分店则在钻石山，新都城和屯门等地。
网上购买电子产品不容易找到所有货品的报价，在此推荐几个网站：
数码天地论坛 www.dchome.net
各品牌机身镜头报价 www.ygdragon.net
太平洋电脑 www.pconline.com.cn（DC 的报价可参考）
相机销售商网站 www.dcfever.com（报价偏高）
高登电脑城 www.hkgolden.com（电脑产品及其配件的报价）
以下附香港几家大型电器连锁商店的网站网址：
丰
泽：www.fortress.com.hk
百 老 汇：www.broadway.com.hk
中
原：www.cyeshop.com
张 毛 记：www.cheungmaokee.com
国
美：www.guomei.com
镭
射：www.citicall.com.hk
香港最好：www.bestdenki.ne.jp
电脑产品购买指南
以下是香港的主要电脑城：
1. 高登电脑城，又称黄金电脑城，其地下主要经营各种游戏类产品以及
各类电脑外围配件，包括 PS、X-Box 等，以及各种游戏软件，各种游
戏操作杆等，另外还有 CD-R/RW、DVD-R/RW，各种电脑用接线板
和延长线等。电脑城的一楼主要经营电脑整机及各种配件，包括台式
机、笔记本以及一般所需要的各种配件，如欲自选装配台式机，可根
据商家提供的配件清单选择所需配件，完成配置后由商家完成装机。
也可选择商家配置好的套餐，价格较自由选择便宜。香港装机需缴纳
装机费。完成装机后商家会安装一套测试系统，供买家检测所有硬件
是否符合指定，并检测运行是否正常。之后该系统将被删除，如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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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正版操作系统，商家将为买家安装，但拒绝安装盗版软件。一般电脑
为一年保修，配件视供应商而定，盒装 CPU 与硬盘保修三年。
网站：www.hkgolden.com
地址：九龙深水埗，地铁深水埗站 D2 出口
旺角电脑中心，经营的方式和产品和高登电脑城相似，其内有许多经
营存储卡的商户，价格通常较在数码相机商店的存储卡价格要为低。
地址：九龙旺角奶路臣街，地铁旺角站 E2 出口直走一百米
湾仔电脑城，除与上述相似产品的销售外，湾仔电脑城有更多的笔记
本电脑以及掌上电脑的销售商。
地址：香港岛湾仔轩尼诗道，地铁湾仔站 A4 出口
298 电脑特区与旺角的星际城市都以外围配件为主。
地址：香港岛湾仔轩尼诗道 298 号，湾仔地铁站 A4 出口
旺角山东街，旺角地铁站 E2 出口

如需要购买品牌台式机或笔记本，除前往上述电脑城外，还可以前往
丰泽电器、百老汇电器、香港最好电器、国美电器等商家购买。而科大每
年的 8、9 月份会有笔记本电脑的展销，由电脑厂商为在校师生提供价格
优惠的品牌机，一般为市价的 70-80%，每位在校师生凭证件可购买一台。
数码产品的购买
在香港购买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MP3/MP4 之类的产品，可购买
行货或水货。香港对电子产品不设关税，故可在香港合法销售水货，但厂
家不提供保养，销售水货的商家一般会提供水货的保养，但是只提供人工
保养，不加材料，如商品损坏，商家提供免费修理，但收取材料费。上述
香港连锁电器店，都有 DC、DV、MP3/MP4 出售，且一律销售香港行货。
如欲购买水货，可前往位于旺角地铁站 E2 出口的友城商业大厦的 6-16
楼，其内有多家数码产品销售店，销售的商品包括 DC、DV、MP3/MP4
以及电视机、音响和家庭影院系统，其商品既有行货也有水货，可询问店
员，大多情况下店员不会欺骗消费者。此外，还可以前往旺角地铁站 D2
出口处的先达广场 1 楼和 298 电脑城 2 楼的 DCCareer 分店。另外在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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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城里也分布着一些小的数码产品的销售商，也可向店员购买水货。
手机购买
在香港购买手机同样有行货和水货之分。购买行货可以前往香港的各
电器连锁商店，也可以前往香港各无线运营商购买。购买水货可以前往旺
角地铁站 D2 出口处的先达广场，那里是香港最大的手机集散地，销售各
类手机的行货和水货，并有许多进行手机修理和二手手机交易的商家。

4.4 香港周边
有关深圳事宜
一、深圳订机票及路上交通
从深圳订机票飞往内地各省较之于香港出发便宜甚多，故此，在深圳
订机票常见方法有：
1. 通过香港中旅社定购
通常用此方法定购机票需缴纳手续费，但在旅游旺季仍可买到深圳已
然售空的特价机票，故此该方法不可轻易放弃。
2. 通过深圳票务代理机构
深圳票务代理机构可通过 www.51jp.com 查询，信誉良佳，需注意特
别咨询：
1) 出票时间。确保有票即出，以免误事。
2) 出票地点及付款方式。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代理机构以方便自己取票
付费。
3) 提早半个月左右订票即可，过早或过晚订票均不一定会买到特价票。
3. 网上订票
网络订票便捷且可靠，但未必能买到低价机票。
从香港去深圳机场有多种路线可选：
1. 到罗湖后在罗湖商业城下的长途汽车客运站乘 K568 路机场小巴，罗
湖发车时间为 6：30am 至 22:00pm，机场发车时间为 8：00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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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3:30pm，每 15 分钟一班，40 分钟车程，票价 20 元，途经：深圳机
场，广深高速，麒麟路，南山大道，滨海大道，滨河大道，深圳火车
站。咨询电话：（755）27451750
从罗湖乘 215 路公交到兴华宾馆站，也可乘 25 路或乘 12 路公交到科
学馆站，或乘地铁到科学馆站，后到华联大厦出口的售票处，乘坐 330
机场大巴。罗湖发车时间为 6：30am 至 20：00pm，机场发车时间 8 ：
00am 至航班结束，每 20 分钟一班，车程 40 分钟，票价 20 元，中途
无站。
在香港的太子砵兰街 364 号 D 地下“京港酒店”侧可搭乘机场专线去
深圳机场，车程两个半小时左右，成人票价 110 港元，儿童票价 90
港元。
太子发车时间：6:15、7:15、7:45、8:15、8:45、9:15、10:00、11:30、
12:30、13:30、14:30、15:30、17:30
深圳机场发车时间：10:30、11:15、12:00、13:00、14:00、15:00、
16:00、17:00、18:00、19:30
另附：罗湖口岸每日 0:00-6:30 闭关，此时段进出关者需走皇岗口岸。
太子和蓝田均有车至皇岗。

二、通关须知和免税店购物
以下列出一些关于来往深港的随身物品报关问题的重要资料供参考：
1. 入境相关规定
中国籍旅客带进物品限量表
第一类物品
衣料、衣着、鞋、帽、工艺美术品和价值人民币 1000 元以下（含 1000
元）的其他生活用品。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免税，其中价值人民币 800
元以上、1000 元以下的物品每种限 1 件。
第二类物品
烟草制品酒精饮料
1) 香港、澳门地区居民及因私往来香港、澳门地区的内地居民，免税香
烟 200 支，或雪茄 50 支，或烟丝 250 克；免税 12 度以上酒精饮料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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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瓶。（0.75 升以下）
2) 其他旅客，免税香烟 400 支，或雪茄 100 支，或烟丝 500 克；免税 12
度以上酒精饮料限 2 瓶。
（1.5 升以下）
第三类物品
价值人民币 1000 元以上、5000 以下（含 5000 元）的生活用品
1) 驻境外的外交机构人员、我出国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赴外劳务人员
和援外人员，连续在外每满 180 天（其中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物品验
放时间从注册入学之日起算至华结业之日止），远洋船员在外每满 120
天任选其中 1 件免税
2) 其他旅客每公历年度内进境可任选其中 1 件征税
注：a．本表所称进境物品价值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为准；
b．超出本表所列最高限值的物品，另按有关规定办理；
c．根据规定可免税带进的第三类物品，同一品种物品公历年度内不
得重复；
d．对不满 16 周岁者，海关只放行其旅途需用的第一类物品；
e．本表不适用于短期内多次来往香港、澳门地区的旅客和经常进出
境人员以及边境地区居民。
当天多次往返港澳或在 15 天内往返超过一次的旅客按以下限量：
各种食品共 5kg（限糖果饼干饮料），香烟 40 支，零星日用品共人民
币 10 元（旅途必需且数量合理）。
入境旅客行李物品、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税率表
税号

物品名称

进口税率

1

书报、刊物、教育专用的电影片、幻灯片、原
版录音带、录象机、避孕用具和用品、金银及
制品、食品

2

纺织品和制成品电器用具（不包括微型摄象机） 50%
照相机、自行车、手表、钟表及其配件、附件、
化妆品

3

摄象机

免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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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烟、酒

200%

5

以上号列没有包括物品

20%

现行常见应税物品征税额
品名
手机

200 元/部

名贵手表

海关估价 x 20％

笔记本电脑

1000 元/台

单反数码相机

800 元/台

数码摄像机

1000 元/台

手持式其它摄像机

400 元/台

收录放音（像）组合机

1000 元/台

音箱

200 元/台

非液晶电视机（40 寸以下每增
加 1 寸加税 30 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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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

21’

490 元/台

25’

610 元/台

29’

730 元/台

台式电脑主机（含键盘）

400 元/台

17 寸及以上显示器

600 元/台

17 寸以下显示器

240 元/台

17 寸及以上液晶显示器

1000 元/台

17 寸以下液晶显示器

600 元/台

激光打印机

600 元/台

其它打印机

240 元/台

便携式复印机

600 元/台

扫描仪

300 元/台

烟

40 元/条

酒（12 度以上，每瓶少于 750ml）

250 元/瓶

出境相关规定

1)

2)
3)
4)
5)

出境应申报物品
外币现钞：
a. 当天多次经出境，折合 500 美元以上
b. 15 天内超过 1 次，折合 1000 美元以上
c. 其它，折合超过 5000 美元以上
d. 人民币现钞：20000 元以上
e. 金银及其制品：50 克以上
f. 文物
货物、货样、广告品、展览品
未将应复带出境的物品原物带出
进境的暂时免税物品未办结海关手续
超出海关规定的其它限定范围
申报程序
边检审核进出境证件后，在罗湖海关现场可看到“申报台”和“申报
通道”，个人根据自己所携带物品状况选择是否申报。可至申报通道
接受海关检查，检查时需出示有效证件（一般为通行证），具体流程
根据海关工作人员指示进行。

旅游在澳门
一、香港来往澳门的交通
1. 如何去澳门
持有港澳通行证的学生都可以直接去澳门旅游，无需再办澳门通行
证。但只可在澳门逗留十五天左右。因此，有意者可携带通行证与香
港身份证即可去澳门。
从科大去澳门推荐乘船，可选择的码头有港澳码头与中港城码头。去
港澳码头可乘 11 路巴士至坑口地铁站，再乘地铁到上环，从上环的 D
出口坐电梯上到二层，可购买去澳门的船票；也可乘 11 路巴士坐到
彩虹地铁站后乘地铁到尖沙咀，由 A 出口，向九龙公园方向走 15 分
钟即可到达中港城，在中港城的二层可买去澳门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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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票均为 135 港元至 175 港元不等，取决于所去时间，每十五分钟一
班次，周五晚与周日晚乘客尤多，建议提前买票。亦可在香港码头买
往返票，但并不推荐，因为澳门码头二十四小时有船，且亦为十五分
钟一班次。船程约为一个小时。在船上需领取并填写出入境登记表，
该表在出入澳门境时必需，如遗失需补填。抵达澳门后，出关则有中
旅社等，同时可领取免费旅游地图。码头外即有的士站与巴士站，澳
门的士比较便宜，人民币，港币，澳门币在此都可通用，但只可按一
比一的汇率使用，建议可去银行或钱柜兑换澳门币。
2.

如何回香港
可乘的士到澳门码头，或可乘：1A, 3, 3A, 10, 10A, 10B, 12, 28A, 28B,
28BX, 32, AP1 路巴士前往澳门码头。澳门巴士同香港巴士，不设找
零。，下车前需按下车铃。
进入澳门码头后上二层可买回香港船票，价格与香港相似，但去中港
城与去港澳码头的售票地点不同，需问清后买票。

二、澳门酒店推荐
澳门有以下酒店价廉物美，值得推荐：富华粤海酒店，金域酒店，京
都酒店，格蘭酒店，澳门假日酒店。详情请见 MSSS 网上版本。
三、澳门旅游推荐
1. 澳门半岛线： 关闸-观音堂(普济禅院)-大三巴牌坊-澳门博物馆-国父
纪念馆-东望洋堡垒和灯塔-庐廉若花园-妈阁庙一海事博物馆-西望洋
教堂-市政厅(议事亭)-玫瑰堂 (全程需时 3 小时左右)
2. 离岛线： 氹仔村-赛马会-观音岩-路环造船厂-路环市区-圣方济各教堂
-谭公店-竹湾海滩-黑沙村及海滩(全程需时约 2 小时)
3. 此外，如若你有怀旧思绪，不妨体验一下“怀旧之旅”。
“怀旧之旅”是乘坐一种被称为“豪华古董老爷车”的巴士前往各主
要旅游点观光。这种“老爷车”的外型仿照 1920 年英国皇族轿车的
式样，车厢内被装饰得古色古香的，令乘客不禁产生时光倒流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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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可乘坐 9 人，平时停于葡京酒店前，感兴趣的游客可前往购票。
其他详细资料请参看澳门旅游网：http://www.macautvl.com/
四、澳门购物推荐
新八佰伴百货公司是澳门最受欢迎的大型购物商场。其商品真、全、
新、特且价格便宜。商场规模宏大，商品应有尽有，但以日本货居多。电
器的品种尤为齐全，价格比内地与香港都要便宜。
可达巴士：1A, 3, 3A, 10, 10A, 10B, 12, 28A, 28B, 28BX, 32
新丽华商场是名牌服饰和皮具的购物天堂。在这里可以找到许多外国
的名牌衣服、饰物、皮革产品等，各式其色，任君选择。
咀香园饼家的杏仁饼、蛋卷、肉乾等都是澳门有名的地道小吃，可谓
是澳门特色小点的名牌，在澳门和香港都无人不识。
可达巴士：2, 3, 3A, 4, 5, 6, 7, 8A, 10, 10A, 11, 19, 21A, 26A, 33
澳门梳打埠怀旧店是一间专门售卖怀旧物品的店。虽然店面不大，但
货品的种类却是多元化的：玩具、杂志、漫画、古董灯饰、古董烟盒、气
水樽、古钞等收藏品。喜欢怀旧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市政广场是专卖店的市集，拥有各种品牌的专卖店。价格便宜，货样
丰富，可谓是澳门的铜锣湾。
可达巴士：2, 3, 3A, 4, 5, 6, 7, 8A, 10, 10A, 11, 19, 21A, 26A, 33
氹仔官也街开着数十家“手信”商店，摆满了当地特色食品，是澳门最
大的“手信”街。其中钜记与咀香园是澳门上百个“手信”品牌中最大的两家，
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不仅如此，官也街更有木偶，小飞象这些正宗的葡
国餐馆，配以欧洲风格的房屋，自成一景。
可达巴士：11, 15, 21, 22, 25, 26, 26A, 28A, 30,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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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银行、电信、保险
5.1 银行卡、信用卡及汇款
银行卡
校内有中国银行与恒生银行，均位于 Lift 19 附近。学生可用港澳通行
证办理 EPS 银行卡，如无香港身份证需在 SHO 开住址证明方可办理。人
民币港币兑换业务无需收取手续费，但每人每次兑换人民币上限为 6000
元。办理 VISA，MASTER 等信用卡必须持有香港身份证，具体办理流程
可由银行业务员引导。
汇款
香港汇款：
一、招商银行汇款法：
方案一：通过招商银行可以从香港免费汇款至内地任何地点与种类的
银行，但程序复杂：
1. 汇款人须到招商银行香港分行办理一卡通，年费港币 50 元，可
受理港币美元以及人民币业务。建议去 http://hk.cmbchina.com/
该网站在线申请，一工作日后取卡。
2. 到招商香港分行主页 http://hk.cmbchina.com/，可参考随卡赠送的
安装指南自动安装数字证书与软件。
3. 进入银行业务主界面，将港币兑换成人民币转入一卡通内地人民
币账户，选择“货币兑换->货币找换”，后用该卡内地人民币账
户汇款到目的银行账户，选择“转账汇款-内地汇款”即可完成转账
汇款。交易将在 24 小时之内完成。
方案二：通过招商银行国内账号网上汇款至任何目的银行
此方案应无须或缴纳些许手续费，建议致电(+852) 3586 0586 或
(+852) 97725198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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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香港分行地址：中环美国银行中心 21 楼
联络电话：31195555
交通方式：乘地铁至中环，J3 出口
附录：
一卡通可同时拥有香港及中国内地招商银行户口，也可汇款到内地
400 间招商银行分支行，网上汇款全日 24 小时均可即日到帐。用户无
论身处何地皆可随意调动资金，且通过网上银行服务，可以随时办理
港币与人民币，港币与美元之间的兑换。也可轻易转账至本卡的内地
户口及其他一卡通的香港或内地其他银行户口，查询热线：（852）
3119 5555
使用一卡通在内地 ATM 提款无需手续费，但存款较繁琐，招商银行
在香港仅在中环设有一个分行，但其提供“寄支票”服务，且港内邮
寄免费，须在支票背面填写账户号码，若从其他银行转账到招商银行，
须填写银行代码 238。
二、学校中银或恒生汇款法：
学生亦可在校内中国银行或恒生银行汇款，便捷但须交纳港币 150 至
250 手续费不等。汇款信息如用中文填写手续费为 250 港元，如用英文填
写手续费 150 港元。
建议汇港币，如此接收银行将按当地汇率兑换为人民币，好于在香港
兑换成人民币后汇款。
三、工商银行电汇法：
工商银行香港分行接受电汇业务，手续费为 60 港元每 10000 元。
离校最近工商行地址：将军澳欣景路 8 号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场二楼
2011 号，联系电话：3194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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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本地及长途电话服务
未办理香港身份证时，可使用在任何移动运营商处购买的电话充值
卡，但费用较贵。办理上台业务需自选移动运营商，同时出示香港身份证。
香港共有六家移动运营商：新世界移动，数码通，SUNDAY，CSL，和记
与华润万众。致电内地建议办理 IDD 业务。

5.3 医疗与保险
香港医疗概况
香港岛区主要有附属香港大学的玛丽医院。九龙有广华医院，伊利沙
伯医院，联合医院，新界有大埔的那打素医院及北区医院。沙田有附属中
文大学的威尔斯亲王医院，新界西有荔景的玛嘉烈医院。近年政府在新城
市中亦增设了不少新医院：如将军澳医院、沙田医院、屯门医院和仁济医
院等。其中还有专科医院，如胸肺科、九龙眼科医院及性病医疗中心。
由私人机构或外财团所办的医院中比较有名气的是九龙圣德肋撒医
院、港中医院、养和医院及圣保禄医院等。
患者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去非私营医院就诊时，可先打“999”报警至
消防局辖下的“救护组”
，
“救护组”会在规定十分钟内安排救护车及消防
救护员到达病人所报的现场，对病人作初步的救护及送入最近的医院作急
症诊疗。当医院接收后马上登记及按病情缓急作“分流”，让有需要的病
人得到第一时间的治疗及判断是否需要留医观察。如果需要留医，急症室
的护士会通知病人的家属，登记后由病房护士安排进一步的留医检查。否
则便开药单给病人到药房取药回家疗养休息。到此为止，医院只收基本诊
费 100 元。（未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或非香港居民者费用另计）
留医者每天的膳宿费为 100 元，住院费 50 元，医院每天提供日常用
餐及夜宵。并有“特别餐膳”安排给特殊病人。
私营医院的费用按医院消费收取，非常昂贵。但在私营医院，病人会
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好的医治服务及治疗安排，无需排队等候令病情严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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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加痛苦。
香港每片区都有注册医生在外所设的门诊部。其主要功能是弥补病情
不是很紧急或是偶然病发时病人的需要。如肠胃炎、重感冒、牙痛等，都
可以到最就近的门诊治疗，每次治疗费约 100-250 元不等。专科门诊约 400
元左右。此费用包括两天的药物费用。病人如愿意排队亦可到政府的医院
所设的门诊部或独立门诊部就医。约收取费用 20 元至 80 元不等，药物根
据需求分四级收费。
香港保险业
本港保险公司分为两类：一类专门办理长期保险业务，（如人寿、退
休保障等）；一类专门处理一般保险业务（如火险、家居保险、车险等）
。
其中处理长期保险业务的公司又分为“互惠保险公司”及“股份保险公司”
两种。互惠保险公司是没有股东的，各保客均为公司所有人。而股份保险
公司则由股东为公司所有人。
香港著名的保险公司有：纽约人寿全球保险公司、友邦保险公司、保
诚保险公司、国卫保险公司、万通保险公司、宏利保险公司等。
人寿保险分为终身及定期人寿保险。香港现时的终身人寿多数是带有
分红或高息的储蓄保险，保障至 100 岁；定期人寿是在指定的一段时间内
的保障。顾客可通过保险顾问的分析决定选择终身人寿还是定期人寿。
医疗保险分为门诊、住院、意外、重大疾病保障等险种。
储蓄保险大多是保险公司收集顾客们的保费后，一起投资某些衍生工
具，风险由保险公司承担，顾客不需要承担任何投资上的风险。
投资寿险分为“万用寿险投资”及“单位投资相连保险”两种，主要
都是投资于单位基金，在获取保障的同时也可以获取长期资金的增值。此
类投资的风险由顾客个人承担，同时回报也更为丰厚。
香港保险业直接受管于保监会。其监督是由行政长官直接委派。如果
涉及投资相连的保单，还会受到证监会的监管。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与全球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保险业还会受到多方面的监管。为了保护客户
的长期利益，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不能随意调动出香港境外。欲了解更多
详情或咨询，请致电：29799238 或 65592854 由专业人士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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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香港科技大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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