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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與榮譽 
城大在最近公佈的世界大學排名榜取得佳績，突顯其在研究、國際化
、校譽、教學人員、學生及課程領域的優勢。 

城大除了在Quacquarelli Symonds （QS）及《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
公佈的世界大學排名榜中名列前茅外，亦在法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Emerging與德國研究機構Trendence合作完成的「全球大學就業能力調
查」中，位列全球首150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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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學院開辦本科生課程: 

• 商學院 

• 人文社會科學院 

• 科學及工程學院 

• 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 

• 創意媒體學院 

• 能源及環境學院 

• 法律學院 
 



在審核入學申請時， 

城大會考慮申請人的學歷、 

面試表現及其他方面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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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生途徑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JUPAS)  

城大共提供31個本科課程經 2018 年JUPAS 招生，錄取申請人入讀四年

制學士學位課程的一年級。 

課程資料可參考 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programmeList/ 

非聯招 (Direct / Non-JUPAS) 

城大提供約50個本科課程經非聯招招生。持HKDSE以外學歷的同學 

(例如 IB、GCE或副學位) 可申請入讀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一年級，

或視乎所持學歷，申請Advanced Standing (獲減免畢業學分資格)入讀

較高年級。 

課程資料可參考http://www.admo.cityu.edu.hk/direct/Localprog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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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dmo.cityu.edu.hk/jupas/programmeList/
http://www.admo.cityu.edu.hk/direct/Localprog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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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s first-ever 
 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開辦之

獸醫學學士課程循非聯招招生
，3月30日截止申請 。JUPAS
申請人可同時循非聯招提交此
項課程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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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程序考慮因素 
入學甄選程序考慮學術成績與非學術表現；部份設有面試的課程亦考慮面

試表現。 

申請人填寫入學申請時要提供完整的學術成績資料，亦可在以下部份闡述

其他方面的才能， 供城大全面考慮其履歷。 

 

JUPAS 
「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 

  重點填寫(最多填寫10項)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的資料。申請人最好具    

  備有質素的體驗而非僅僅參與多項活動。 

Non-JUPAS 
「國際性/全國性學術與非學術獎項及成就」 

  填寫國際性/全國性學術與非學術獎項及成就。 

「申請人陳述」 

  表達對課程的興趣、個人的志向、與課程相關的經歷或體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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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所填寫的資料可作為入學申請的參考，亦可能作為面試

的討論題材 

• 部份課程會舉行入學面試，聯招面試在五月底至七月期間 舉行 

，非聯招面試則由現在至七月期間舉行。 

• 申請人可多閱讀最近的時事新聞及瞭解與城大課程相關的資料

，以準備面試。 

• 面試分個人或小組形式進行。申請人在小組面試時應積極參與  

討論 ，表達意見要精簡及切合問題 , 但不佔主導地位。 

• 除面試外，創意媒體學院亦另設筆試 ， 以評估學生創意能力。 

入學面試 



 

校長推薦計劃 

學生運動員入學計劃 

創意媒體學院 - 個人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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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AS 校長推薦計劃 (School Principal’s Nominations Scheme) 

•  如學生於非學術範疇上(例如：體育、音樂、社會服務、文化 

活動或領袖才能)表現卓越，或在國際性比賽中獲獎，可經中

學校長推薦參加此計劃。 

•  受薦人將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佈前獲邀面試，並有機

會獲得條件性取錄資格 (需符合課程最低入學要求) 。 

• 過去十年已有接近三百名學生在此計劃下獲得取錄。 

•  部分被取錄的申請人於國際性比賽中曾獲獎項，例如：世界

創意思維比賽、世界青少年發明展、國際兒童及青年國際電影

節、亞洲城市跆拳道錦標賽、亞太資訊科技奧斯卡獎、亞太地

區機械人錦標賽、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賽、            兩岸四地中

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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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動員入學計劃  
(JUPAS and Non-JUPAS) 
 

• 自1997年起，城大已取錄超過一千名優秀

運 動員。 

• 申請人需獲得所屬體育總會或屬會 / 香港

體育學院推薦，再經城大面試及甄選。 

• 擁有傑出運動成績的申請人，例如曾代表

香港參加國際比賽、港隊或青年軍成員，

有機會經此計劃獲得錄取 (需符合課程最低

入學要求) 。 

• 運動類別包括排球、 籃球、 足球、 網球、

壁球、 羽毛球、乒乓球、 欖球、 手球、活

木球、 游泳、劍撃、 空手道、跆拳道、田

徑、越野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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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媒體學院 (JUPAS and Non-JUPAS) 

• 申請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學位課程的學生，需提交個人作品集

(portfolio) 。 作品集的內容可包括攝影、畫作、雕塑、樂曲

表演/作品、電影/短片/多媒體創作、動畫/軟件/電腦遊戲/科

技方案、文學/劇本/創意寫作或任何形式的創意作品等。 

• 個人作品集為入學甄選的一個重要資料，學院可根據作品集

評估申請人的創意潛能。申請人如果選擇創意媒體學院學位

課程作為聯招(JUPAS)組別A或B的課程, 必須提交個人作品集

，學院亦鼓勵其他申請人提交作品集。 

http://www.scm.cityu.edu.hk/


「探索與創新」為城大本科教育的核心 

讓學生在求學其間全面發揮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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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450個海外交流項目，
目前一半的學生參與， 

未來提升至65% 

超過50%的學生在本
地或海外機構獲得
在學工作實習經驗 

學習新知識及提
升學生在研究、
科技創新和 

知識轉移的能力 

超過70個學會， 
提供多項課外活動 

提供超過 
3700個宿位 



「重探索求創新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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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重探索求創新課程」以「探索」

及「創新」為主軸，讓學生有機會在求

學領域內，作出原創的貢獻，並在富有

經驗的國際化教研人員指導下，運用先

進的科技設備，從事多種類的跨學科研

究。 

城大 團隊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頒發傑

出團隊教學奬，以表彰他們推行城大首

創的「重探索求創新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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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索求創新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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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鼓勵學生將創新意念推出市場，有

助提升香港的創業文化，孕育出類拔萃

的創意。 

城大每年舉行的「城大探索創新節」，

讓同學展示在探索及創新方面的優秀成

果。同學在求學期間作出原創性發現的

作品亦會獲嘉許。 



培育具出類拔萃創意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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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推出「創新創業鏈」為城大師生提供全面的創新及創業支援， 包括

提供技巧培訓、辦公用地、財政資助、創投資金。 

•  撥款資助計劃： 「創意種子計劃」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 「城大企業投資基金」 

• 「城大/香港科技園創業培育計劃」：由香港科技園提供辦公室設施、

投資服務、業務拓展及財政資助等支援 

• 「創意工作坊」：由城大「教育發展及精進教育處」 、 「圖書館」、 

「法律學院」、「知識轉移處」攜手向學生提供跨學科、跨專業的創業

諮詢服務，讓學生建立人際網絡，並知悉籌集資金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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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聯學士學位課程 
 

城大與世界知名大學合辦雙聯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在城大及 
合辦之大學各修讀兩年，完成課程後獲兩間大學分別頒授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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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 

• 會計 

• 商業經濟 

主修 

• 創意媒體 

• 新媒體 

主修 

• 計算金融學* 

• 商業經濟 

• 犯罪學及社會學 
• 心理學 

• 亞洲及國際研究 

• 公共政策與政治 

• 電腦科學 

• 計算數學 

• 應用物理學 

• 生物科學*  *有待批准 



優秀運動員的培訓 

透過運動員計劃入學的同學有機會獲得奬學金、入住學生宿舍及

接受專業教練培訓，提升實力，參加比賽，包括「世界大學生運

動會」和 「亞洲大學生錦標賽」  等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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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袖  全人發展  

睿博會 (Golden Key Club) 

 城大每年提供約四百多項獎學金，奬勵在學術、全人發展等

方面表現卓越的同學 

 城大於2015年5月成立睿博會，為獲得獎學金的在校生及畢業

生提供了一個網絡，讓會員交流信息、分享經驗及參與培訓

課程 

 有助提昇城大畢業生的競爭力，促進他們的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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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課程入學查詢: 
 
香港城市大學招生處 
網頁: http://www.cityu.edu.hk/admo 
電話: 34429094 
網上查詢表格: http://www.admo.cityu.edu.hk/enquiry 
 



Gody Chung 

Graduate of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in Social Work in 2016 



Sharing from Graduate 

Gody Chung 
2016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in Social Work 



My learning journey at CityU…… 



Enriching student activities 



Study Tour in Singapore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me in Perth, 
Australia 



Oversea service-learning trips and conference 



Exchange to Houston, 
USA 

















Supportive and discover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Passionate and Inspiring teachers 



College Ambassador 



Mentorship Programme 



City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Scholarships and subsidies 



Be humble in this big 
big world. 



Be brave and 
courageous.  



It’s never too late to 
begin… 



and you are not al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