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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手册的内容是根据香港理工大学（简称「理大」）2018-19 年度英文版学生

手册编写，旨在为中国内地授课的课程学生提供适用的条款。如有争议，以

英文版本为准。有关其它未被列明在本手册的条款，学生可参考英文版手册。

需要时，校方会在网上更新本手册摘要的内容，学生可在以下理大网页下载

最新版本： 

http://www.polyu.edu.hk/as/webpage/for-student/student-handbook 

因应不同课程的设计及上课模式（例如密集式授课），本手册列出之各项条

款或需作出相应调整。学生应该经常参考学生手册，确保了解所有条款，并

定期查阅更新资讯。若有疑问，可透过理大中国内地事务处及各境外中心（简

称「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 向校方咨询。 

香港理工大学 

教务处编印 

二零一九年三月 

*注：
学生可从以下网页查阅各地课程的联络单位資料：
https://www2.polyu.edu.hk/as/Polyu/STDHBK/Handbook1819/Chinese/Contact_List.pdf

http://www.polyu.edu.hk/as/webpage/for-student/student-handbook
https://www2.polyu.edu.hk/as/Polyu/STDHBK/Handbook1718/Chinese/Contact_List.pdf


校训 

开物成务 励学利民 

愿景 

矢志成为一所在开拓及转移知识、提供优质全人教育方面均领

先的大学，为香港、国家及世界作出贡献。 

使命

1. 致力富有影响、造福世界的研究。

2. 培育敏于思辨、善于沟通、富于创见、精于解难，且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的世界公民。

3. 营造让员生志存高远、心有归属、乐于以大学为荣的环

境。

校训、愿景及使命 



i 

目 录 

一.大学简介
A. 序言  ....................................................................................................... 1 

B. 院系结构  ............................................................................................... 1 

C. 理大课程  ............................................................................................... 3 

二.资料查询
A. 理大网页及电邮  ................................................................................... 4 

B.  课程资料手册  ....................................................................................... 4 

C. 学生手册  ............................................................................................... 4 

D. 课程网页  ............................................................................................... 4 

E. 其它查询服务 ........................................................................................ 5 

F. 查询注意事项  ....................................................................................... 5 

三.学籍及注册事宜
A. 旧生注册  ............................................................................................... 6 

B. 学生资料及更改手续  ........................................................................... 6 

C. 正常修业年期  ....................................................................................... 7 

D. 注册期限  ............................................................................................... 7 

E. 缺课及请假  ........................................................................................... 7 

F. 双重学籍  ............................................................................................... 8 

G. 休学  ....................................................................................................... 8 

H. 零科注册  ............................................................................................... 9 

I. 自选进度修读模式  ............................................................................... 9 

J. 退学  ....................................................................................................... 10 

K. 科目注册  ............................................................................................... 11 

L. 学分转移及科目豁免  ........................................................................... 11 

M. 科目重修  ............................................................................................... 12 

N. 「未符合资格」科目  ........................................................................... 13 

O. 增修∕减修科目及更改已注册科目班别  .............................................. 13 

P. 选修额外科目  ....................................................................................... 13 

Q. 退修科目  ............................................................................................... 13 

R. 注册失效  ............................................................................................... 14 

四.费用
  学费及其它费用  ......................................................................................... 15 



ii 

五.评核
A. 持续修读与勒令退学 ............................................................................ 16 

B. 学业观审制度  ........................................................................................ 16 

C. 考试日期及时间表 ................................................................................ 16 

D. 考试规则  ................................................................................................ 17 

E. 考试成绩  ................................................................................................ 19 

F. 延考  ........................................................................................................ 19 

G. 符合毕业资格  ........................................................................................ 19 

H. 成绩上诉 ................................................................................................. 20 

六.学生记录
A. 学生证  ................................................................................................... 22 

B. 学业成绩表  ........................................................................................... 23 

C. 修业证明书  ........................................................................................... 23 

D. 证书及毕业典礼  ................................................................................... 23 

E. 毕业证明  ............................................................................................... 24 

七.学习规则
A. 纪律处分  ............................................................................................... 25 

B. 理大校名的使用  ................................................................................... 26 

C. 申请外界赞助  ....................................................................................... 26 

D. 学术方面  .............................................................................................. 26 

E. 守时上课  ............................................................................................... 27 

F. 申诉注意事项  ....................................................................................... 27 

八.大学设施及服务
A. 资讯科技处  ........................................................................................... 28 

B. 包玉刚图书馆  ....................................................................................... 29 

附件 
  香港理工大学教务用表格说明 .................................................................. 

31 



1 

A. 序言

香港理工大学（以下全文简称 “理大”）的前身为香港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学

院成立于一九七二年八月，自成立以来，经过迅速的发展，于一九九四年十

一月获得大学地位，写下新的一页。学生人数约有二萬五千三百。  

理大给那些追求高等教育及再培训的人士提供不同类别的课程，使他们在专

业及事业上得到一个新的方向。于一九八三年，理大开始举办学士学位课程，

一九八九年更推出硕士学位及深造文凭课程；自一九八七年校方开始录取哲

学硕士研究生，并于一九八九年录取哲学博士研究生。一九九六年理大开设

首项专业博士学位课程。除了学位及高级学位课程以外，理大还开办高级文

凭及高级证书等课程。 

B. 院系结构

理大共有六个学院及两个独立学术单位： 

应用科学及纺织学院  Faculty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xtiles 

 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

 应用数学系

 应用物理学系

 纺织及制衣学系

工商管理学院  Faculty of Business 

 物流及航运学系

 管理及市场学系

 会计及金融学院

建设及环境学院  Faculty of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屋宇设备工程学系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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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院  Faculty of Engineering 

 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电子计算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电子及资讯工程学系

 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航空工程跨领域学部

医疗及社会科学院  Faculty of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应用社会科学系

 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

 康复治疗科学系

 护理学院

 眼科视光学院

人文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中文及双语学系

 中国文化学系

 英文系

 英语教学中心

 通识教育中心

设计学院 School of Design 

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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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理大课程

自一九九七年开始，理大推行学分制，旨在让课程安排上更能适合学生、专

业及社会的需求。学生可以选择一些有兴趣及对于他们职业有帮助的科目，

同时亦能弹性处理学业的进度。他们亦可申请将曾经修读的相同科目作学分

转移。 

每一个学分制课程的科目都有指定学分，科目以水平分类，反映着对学生不

同程度的学术要求。学生应完成 35 至 45 小时的学习（包括上课时间及自修

等）以取得一个学分。一般来说，每学期学生最多可修读 21 个学分。 

学生须修毕指定数目的学分，以及完成课程的其它要求，才可毕业。不同的

学位课程有不同的学分要求，详情可参阅有关课程资料手册。一般来说，兼

读制硕士学位课程需要 30 至 36 学分。 



4 

A. 理大网页及电邮

从理大网页，学生可以查询有关理大的资料、设施及教务问题。理大网页网

址为 http://www.polyu.edu.hk 。 

所有全日制及兼读制学生在入学注册后，都获分配一个个人专用的网络账户

（NetID）。学生可以透过这账户使用大学中央提供的信息科技设施，包括学

术计算机服务、网上学习管理系统、理大网页、电子邮递、及各个为学生而

设的行政系统。 

学生可以透过电邮账户，与讲师及大学各部门沟通，因此，学生应经常检查

电子邮箱，避免过量积存电子邮件，以致重要信息未能传递或错过重要讯息。

学生的电邮账户是终身的，毕业后仍可永久使用。 

B. 课程资料手册

课程资料手册（Definitive Programme Document）刊载有关该课程详情，包括

学分要求、课程内容、课程特定的考核规章、评分规则、毕业资格要求及颁

发证书级别的规定事宜。此檔可以在各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索取。 

C. 学生手册

学生手册详载有关日常教务、一般规则及手续、校园服务及设施和各种沟通

途径的主要资讯。所有学生可在理大网页下载最近期的学生手册。学生手册
以英文版本为准，此中文摘要版专为中国内地授课的课程参考而编印。 

D. 课程网页

个别课程设有网页，提供一系列有关课程和学生的讯息，其中包括课程大

纲、入学资格、必修科和选修科的摘要等。 

http://www.pol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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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它查询服务

一切有关学生入学、注册、考试安排、学生档案、证书派发及毕业典礼等事

宜都可以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查询。 

F. 查询注意事项

如有任何书面查询或意见，请清楚列明学生姓名、学生编号、联络电话、地

址及所属课程，否则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或无法及时处理有关问题。此

外，校方对任何匿名信件（没有列明学生姓名及学生编号），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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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旧生注册

学生必须在每一个学期办理旧生注册手续（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每个

学期开始前，学生将收到校方或相关单位发出的旧生注册及缴款通知书。学

生必须于通知书指定日期内，缴付新学期学费及相关费用，方能持续修读课

程。 

如学生没有在限期内缴交学费或没有向校方申请延期注册，会被视作放弃学

籍论（请参阅下述「停学」一节）。 

B. 学生资料及更改手续

入学时，学生在申请表格内填报的个人资料，会成为理大永久的学生记录。

这些资料（包括学生证上的照片），亦可用于学生会活动及在学生毕业后用

于校友会的活动。 

除了申请入学时所提供的资料，学生的注册资料及考试成绩亦成为校方永久

性的记录，以备将来学生申请学术证明档时作为参考。 

校方会定期检讨有关资料保留的政策，将一些无须保留的学生个人资料销毁。 

学生个人资料，只供有关的大学部门及职员在执行本大学工作时参阅或使用。 

大学将来可能会不时发送学生修读课程以外，但与大学、各部门或其他课程

相关的信息给学生，让学生更了解大学的发展，以及为学生将来持续进修提

供有用的参考。若学生同意接收以上有关信息，请完成大学注册手续后，透

过学生网页（eStudent）http://www.polyu.edu.hk/student 立即进行登记。若日

后学生想改变意愿，亦可以透过学生网页（eStudent）作出更新。

根据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学生有权索取及更改个人资料。在索取此

等文件时必须使用指定的表格 AS1，该表格可以书面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

办事处向校方索取。申请时须缴付相关手续费用。 

学生资料应该保持准确，如有更新，应尽快通知校方。学生应尽量自行透过

网 上 系 统 更 改 个 人 资 料 。 学 生 可 透 过 理 大 教 务 处 的 学 生 网 页
http://www.polyu.edu.hk/student 登入网上系统修改及参阅个人资料。

http://www.polyu.edu.hk/student
http://www.polyu.edu.hk/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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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生要更改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护照号码、国籍及性别，则须要填写

表格 AS1 及出示有关证明文件。如果学生未能亲自交回有关表格，可将表格

连同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或护照副本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

寄回校方，以作确认。 

C. 正常修业年期

每一个课程都有指定正常修业年期（Normal Duration for Completion of a 

Programme），在有关的课程资料手册均有说明。以兼读制硕士学位课程为例，

正常的修业年期一般为两年。 

D. 注册期限

课程的注册期限（Maximum Period of Registration）为正常修业年期的两

倍，但不多于八年，详情请参阅有关的课程资料手册。除个别课程或特殊

情况外，学生应于正常修业年期内修毕课程。即使未逾注册期限，校方亦

不能保证学生可继续保留注册身分，例如学生不可能在注册期限内取得有

关的学术资格，其注册将视作无效。 

E. 缺课及请假

学生有责任准时上课及参与有关活动，并按课程的要求而完成学业。对长期

缺课的学生，校方有权终止其学籍。 

如有需要作短期性缺课，必须填写表格 AS8 并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

处，向课程开办院系书面申请告假，并获其批准，否则被视为未能完成修读

科目要求（口头或其它形式申请会被视为无效）。请假申请应尽量在请假日

期前办妥，有关课程开办院系会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通知申请的批

核决定。如学生患上传染病，请在康复后才回校上课。 

学生如因疾病、受伤或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缺席科目考试，应尽早透过中

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与科目开办院系联络，并取得相关院系批准，否则考

试将被评为不及格。对于考试后才通知者，校方将会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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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双重学籍

学生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全日制∕厂校交替制课程学籍，不论其中一个课程是

否由另一个学术团体提供。 

在少数情况下，学生如获得课程开办院系的书面批准，便可同时拥有一个全

日制∕厂校交替制课程学籍及一个兼读制课程学籍，或超过一个兼读制课程

的学籍，其中包括由其它院校提供的课程。未经批准而自行作双重注册者可

导致停学（Discontinuation of Study），而学生已缴付的学费将不获退还。 

申请双重学籍注册（Concurrent Enrolment），学生应在课程注册前透过中心∕

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课程开办院系递交表格 AS38。有关表格可向中心∕

当 地 合 作 大 学 办 事 处 索 取 ， 或 从 理 大 教 务 处 网 页 

http://www.polyu.edu.hk/as/chi_forms/AS38(chinese_version).doc 下载。 

若学生同时拥有两个课程的学籍，上课及考试时间遇上任何抵触，大学概不

负责。 

G. 休学

学生如有特别需要，可申请休学（Deferment of Study）。申请休学表格 AS7

可 向 中 心∕当 地 合 作 大 学 办 事 处 索 取 ， 或 从 理 大 教 务 处 网 页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下载。填妥的表格必须于拟定休

学的学期的首科考试举行前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交回校方（口头或

其它形式申请会被视为无效）。休学期不会计算在注册修读期限内。 

如学生未能完成首学年的全日制课程，其休学申请将被视作例外情况考虑。

除非学生在休学后仍可在注册修读期限内完成课程要求的学分数目，否则校

方不会批准学生休学。 

有关院系约于申请日起三周内以书面通知学生休学申请结果。境外課程的回

复期可能会稍作延長。 

休学期间，学生不可使用本部校内图书馆及其他设施。 

如为新生，所有费用不设退款。旧生如休学申请在学期开始后提出，该学期

已缴付的学费将不获退还。假若尚有未缴付的学费及∕或其它费用，学生必须

缴清所有款项，以便校方处理该项申请。除上述方法，学生可选择零科注册

以保留学籍（请参阅以下 H段「零科注册」）。 

http://www.polyu.edu.hk/as/chi_forms/AS38(chinese_version).doc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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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休学期终止时，学生应恢复上课并缴交学费及完成注册程序。中心∕当地合

作大学办事处将会在学期开始前寄给学生一份旧生注册通知书，学生亦有责

任于休学期结束时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查询上课安排。 

H. 零科注册

如学生需于整个学期内暂停修读，必须在增修∕减修科目限期届满前填妥指定

表格 AS112，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课程开办院系提出「零科注册」

（Zero Subject Enrolment）申请，学生如未获批准零科注册而自行缺课，则

会被视为放弃修读有关的课程。 

暂停修读的时间将会被计算入注册期限内。获准零科注册的学生会收到由校

方发出的通知书。学生须缴付每学期港币 2,105 元的留位费用。 

如未能在限期内缴付留位费用，则零科注册申请及课程注册均告无效，学籍

也不予保留。 

I. 自选进度修读模式

以自选进度修读的学生（Self-paced Students）指经有关院系审核后准予无須

跟从预定修读模式的学生，或修读不设预定模式的课程的学生。学生如希望

申请以自选进度修读课程，须于学期开始前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

课程开办院系递交表格 AS114。该表格可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索取，

或从理大教务处网页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下载。 

以自选进度修读的学生应细阅有关课程要求，并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

处，在自行选修科目前咨询课程总监∕课程主任的意见。同时，学生有责任留

意自己是否符合毕业资格要求。此外，学生须确保自己能在该课程的正常修

业年期或最长注册修读期内完成课程要求。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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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退学

正式退学 

如学生在课程完成前决定终止学习，须填写正式退学申请表格 AS6

（Withdrawal of Study）。表格可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索取，或从理大

教务处网页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下载。填妥的表格

必须于拟定退学的学期的首科考试举行前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交

回校方。 

递交申请时亦要同时交回学生证。若申请表未与学生证一起提交，或有其它

手续尚未完成（例如缴付欠款），申请将不获处理。 

如为新生，退款安排依各项目所属院系规定执行。旧生如在学期开始后提出

退学申请，该学期已缴付的学费将不获退还。假若尚有未缴付的学费及∕或其

它费用，学生必须缴清所有款项，以便校方处理该项申请。否则，学生会被

视为非正式退学，在入学时所付的保证金将不获发还。 

有关院系约于申请日起三周内以书面通知学生退学申请结果。境外课程的回

复期可能会稍作延长。 

学生被确认正式退学及没有欠款后，可获退回保证金。 

停学 

如学生没有办妥正式退学手续，校方可视学生自动终止在理大的学籍。在此

情况下，保证金将不获发还。学生若在来年申请攻读同一个课程，其申请亦

不会被接纳。 

勒令退学 

 如学生未能符合持续修读的标准或其纪律出现问题，会被勒令退学。

 学生因未符合学业成绩要求而被勒令退学，必须在收到通知后三周内把学

生证交回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如学生未能交还学生证，校方将不会

签发任何证书，亦不会考虑该学生日后修读任何课程的申请。学生在入学

时所缴付的保证金亦将不获发还，即使学生日后交回学生证，其退款要求

亦不会被接纳。

此外，校方不会考虑被勒令退学的学生于下一学年重新修读同一课程的申请。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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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科目注册

学生须在每个学期开始前完成科目注册手续（Subject Registration）。内地授

课课程的科目注册各有不同的安排，详情可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

该院系查询。 

在学业观审（Academic Probation）期间，学系会根据情况，减少学生在该学

期所修读的科目或学分至一般不多于每学期 15 学分的正常学习量。学生须

在成绩公布后一周内向学系递交表格 AS150 以便和学业指导老师 (Academic 

Advisor) 商讨及敲定在该学期所修读的科目或学分。 

学生在达到毕业要求后，其在下一学期已注册的科目（包括连续性科目）亦

会被视作无效。 

L. 学分转移及科目豁免

如学生曾在理大或其它院校修读与目前所修读课程有关的学科，而希望该学

科能获目前的课程确认，学生可递交表格 AS41c申请学分转移及豁免 （Credit 

Transfer and Subject Exemption）。有关表格可向各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

索取，或从理大教务处网页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下

载，并须于注册时或该学期的增修∕减修科目限期届满前交回。增修∕减修科目

限期通常定于每个学期正式开始日起两周内。如个别课程的增修∕减修科目限

期与理大校历不同，则学生须在注册时或在开课日起两周内提交申请。 

如院系接纳学分转移∕科目豁免申请，会尽快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

通知学生。如须缴付有关费用，学生将收到缴费通知单。 

学分转移 

新生可于获录取及正式注册后申请学分转移，惟该申请必须在第一学年的第

一个学期内并在增修∕减修科目限期届满前提交。按学分缴交学费的学生须按

每学分缴交港币 145 元的转移费用。 

所获学分之有效认受期为八年，由学生完成该科目的年度起计算。（如在

2018-19 年度取得资格∕学分，有效期应自 2019 年起计算，为期八年）。如负

责该科目内容的学系有其它规定，则另作别论。申请转移之学分必须在提出

申请时仍然有效。 

转移的学分会计算在毕业要求的学分内，而该学分也可获多于一个课程承认。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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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求转移的学分取自理大，则校方可对该学分作等级评核。取自理大的可

转移学分不应超过课程要求的学分的 67% 。取自其它认可机构的学分则不

应超过课程要求的学分的 50% 。如学生同时拥有理大及其它认可机构的转

移学分，则可转移学分合共不能超过课程要求的学分的 50% 。 

所有可转移学分只会于申请获批准后的学期开始生效。如学生在某个学期的

增修∕减修科目期间申请学分转移，尽管获转移的学分能让该学生实时符合某

一课程的总学分要求，该学生也只能在该学期末方可毕业。 

科目豁免 

校方可根据学生以往所取得的学术资格批准学生科目豁免。获豁免科目的学

分不会计算在课程的学分要求内。因此，学生应先向课程开办院系咨询，然

后选修其它科目，以取得符合课程要求的学分。按学分计算学费的学生须按

每学分缴交港币 75 元的科目豁免费用。 

M. 科目重修

期考成绩公布后，如必修科目不及格，学生必须重修该科（Retaking of 

Subjects）；如选修科目不及格，学生须在毕业前重修该科或在同一选修科目

组内选修另一学科补替。若学生重修不及格的科目，其平均积点（Grade Point 

Average，简称 GPA）以及毕业平均积点（Grade Point Average for Award 

Classification）会按重修时取得的成绩计算。虽然重修科目的原来等级不被计

算在平均积点及毕业平均积点内，但重修前及重修后的成绩均会显示在学业

成绩表上。学生可参考有关课程资料手册，或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

向课程开办院系查询以确定有关科目（包括连续性科目）的修读要求。 

按一般情况，注册重修不及格科目，应在每学期的增修∕减修科目限期届满前

进行。 

学生也可重修及格的科目，以提高成绩。学生如重修及格科目，可在增修∕减

修科目限期内最后两天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院系提出要求；如该

科目尚有余额，有关院系将替学生办理科目注册。 

按学分缴付学费的学生必须就重修科目另缴学费。 

学生须注意，不论重修及格或不及格科目，其最后一次重修时取得的成绩将

用于计算其平均积点以及毕业平均积点（不论重修时的成绩是高于还是低于

上一次修读时的成绩），如学生于重修及格科目时不及格，其科目学分仍会

计算在其总学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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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未符合资格」科目

每学期科目成绩公布后，学生若有不及格科目，应立即查看其下一学期的必

修或选修科目是否会受影响而被转为「未符合资格」的科目（Unqualified 

Subjects）。若不及格科目属于下学期另一科的先备科目（Pre-requisite），学生

则不能修读原本已选在下学期修读的科目，此科目亦会被定为「未符合资格」

科目。在这情况下，学生应先修毕前学期不及格的科目，或透过中心∕当地合

作大学办事处向院系申请豁免该项先备科目的要求，并在指定期限内注册。 

O. 增修∕减修科目及更改已注册科目班别

学生如在办妥科目注册手续后仍希望更改已注册的科目，可在增修∕减修科目

期间（Add/Drop Period）的两周期限内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院系

提出要求。增修∕减修科目限期通常于每个学期正式开始时开始，并于学期开

始后两周结束。每学期开始前，有关院系会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通

知学生详细的安排。（注：在决定增修∕减修科目前，学生应该先咨询课程总

监∕课程主任，了解有关决定对其修读进度会否造成影响。） 

如学生希望在某学期不选修任何科目，必须预先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

处向课程开办院系申请批准零科注册（请参阅上述 H段「零科注册」）。 

以学分计算学费的学生按其在增修∕减修科目期间的科目改动，须缴交学费或

获退回学费。 

P. 选修额外科目

学生可基于个人兴趣向所属学系申请额外修读课程学分要求以外的科目 

（Taking of Additional Subjects）。学生只能在目前正修读的课程中选择额外

科目。校方会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按已选定的学分收取学费。 

Q. 退修科目

增修∕减修科目限期过后，学生不得减修任何科目。学生如因特殊理由而要求

退修科目（Withdrawal of Subjects），必须以书面形式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

办事处向课程开办院系申请，该申请只会在特殊情况下及学生已缴清该学期

的学费后方获考虑。申请经课程开办院系及科目开办院系批准后，学生须按

每个退修科目缴付港币 105 元的行政费，而有关科目已缴交的学费亦不会退

还。获准退修的科目会在考试成绩单及学业成绩表上显示，如学生未能在指

定限期前缴付行政费，有关退修科目之批准会被视为无效，学生必须按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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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要求上课及完成该科目的评核要求（如功课、测验、考试）。若学生再次提

交申请而又获有关院系批准，则须额外缴付港币 400 元的手续费。 

R. 注册失效

如学生未能在指定限期缴付学费，或缴费出现退票或类似情况，则所有科目

调整（包括增修∕减修科目，学分转移及科目豁免）会被视作无效，其课程注

册亦会失效。而学生申请重新办理科目及课程的注册，只会在特殊情况下才

被考虑。学生应用表格 AS118 申请，并须于注册失效日期后两周内透过中心

∕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递交表格。若申请获批准，有关申请人须缴付港币 400

元的重新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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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及其它费用 

所有新生或旧生，必须在每一个学期开始前，缴付学费及其它费用，方能完

成入学或旧生注册手续。 

缴付学费安排  

学费通常是按照每个学期修读科目的数目而定。 

如学生在第一和第二個学期的增修∕减修科目限期届满前更改注册科目，会在

开课后约五周内收到校方发出的调整后缴费单。如学生在第三個学期有申请

修读科目，会在增修∕减修科目限期届满后收到校方发出的缴费单。假如学生

没有在调整后缴费单上指定日期或以前缴付学费，该学期所有申请修读的科

目皆会被取消。而校方亦会通知该学生的课程注册无效及作废。至于任何因

更改注册科目而多缴付的学费，会在增修∕减修科目期限终结后，由财务处或

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退回予学生。 

即使学生计划在增修∕减修科目期间更改注册科目，仍须按照原本缴费单的限

期缴费。如有需要调整学费，有关程序会于增修∕减修科目期过后进行。 

上述为缴付学费的正常程序。个别境外课程的缴付学费安排或有差异，以切

合课程需要。学生可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校方咨询。 

退款及学费调整 

除非大学取消有关课程，否则已缴付的学费恕不退还，大学亦保留取消课程

及按需要∕规定时调整学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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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详细阅读有关课程资料手册，从中了解出席及习作要求、考核方法、

持续修读及退学的标准等。在课程开始前，有关院系会派发课程资料手册给

所有新生。 

理大对于学生考试作弊，会严厉处理。而触犯其它不诚实行为，例如剽窃，

亦会受到纪律处分。  

A. 持续修读与勒令退学

学生平均积点（GPA）高于 2.0 一般可获「持续修读」（Progression）的资格

直至完成学业。而校方可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下勒令学生退学（De-

registration）： 

1. 学生的修读期超过课程规定的注册期限，或

2. 学生平均积点（GPA）连续两个学期低于 2.0，及于第二个学期的学期平

均积点（Semester GPA）亦低于 2.0，或

3. 学生的平均积点（GPA）连续三个学期低于 2.0。

另外，即使学生的平均积点未低至以上第 2 或第 3 点所述，若其学业成绩极

差，校方亦有权勒令其退学。 

B. 学业观审制度

学业观审制度（Academic Probation System），是校方对学业成绩有待改善的

学生作预先的警告，希望学生成绩能达要求的平均积点。如学生的平均积点

低于 2.0，在随后的学期该学生的学业情况将被观审。如他在该学期末取得

2.0 或以上之成绩，则观审期当可结束。「学业观审」的情况将反映在考试成

绩单（Assessment Result Notification）上，但不会列于学业成绩表（Transcript 

of Studies）中。 

在学业观审（Academic Probation）期间，学系会根据情况，减少学生在该学

期所修读的科目或学分至一般不多于每学期 15 学分的正常学习量。学生须

在成绩公布后一周内向学系递交表格 AS150 以便和学业指导老师 (Academic 

Advisor) 商讨及敲定在该学期所修读的科目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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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考试日期及时间表

考试通常安排在每学期授课完毕后进行。每学年的考试日期已详列于大学年

历中（请参阅学生手册英文版）。个别课程的考试日期或有所不同，有关院系

会于开学后将考试时间表派发给学生。 

学生应注意恶劣天气之考试安排（请参阅学生手册英文版及当地政府的有关

公布）。如考试因恶劣天气而取消，考试将另作安排，请考生届时留意有关的

安排，并建议考生预留试后时间以应对此类不可预见的情况。 

D. 考试规则

所有学生应注意有关考试规则。违反考试规则者可导致考试资格被取消、停

学或勒令退学的处分，甚至法律追究。考试规则如下： 

考试开始前 

 如无监考员指示，所有考生不能擅进试场。

 考生不得携带书籍、纸张入试场。携带任何物品进入试场，必须得到监考

员的批准及存放于指定的地方。于应考期间，考生如携带任何未获批准的

物品，将被视作为违规并须接受纪律处分。个案除将被呈交学生纪律委员

会外，亦会送到有关部门及主考委员会主席作处理。

 电子仪器[例如：iPod、平板电脑、电子手帐（PDA）、手提电话、MP3 机、

电子字典、具文字显示功能的手表，装有流动应用程式或支援无线技术的

智能手表或传呼机等]均不可在试场内使用。强烈建议考生不要携带电子

仪器进试场。如以上只属随行物品，考生必须在进入试场前将它们（包括

其响闹功能）关掉，并放于座椅下的当眼处，让监考员清楚看见。

 （除非特别准许，电子计算机不可用作考试工具。即使在特别准许的情况

下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产品，应属手提、自动无声操作及不具备打印或任

何图案及文字显示功能的仪器或装置。其它电子计算机产品的附件，如说

明书、电子记存装置、磁盘及记忆卡等，均不能使用。）

 有需要时，考生只能使用试场提供的数学表或其它工具表。所有自行携带

的数学表必须交予监考员检查及批准。

 因并非所有试场均有设置时钟，考生须自备时计如手表进场（具文字显示

功能的手表，装有流动应用程式或支援无线技术的智能手表均不可使用）。 

 除已获得批准的物品外，考生须将其他个人物品放置于座椅下（适用于大

型试场，如体育馆）或放置于试场的前排位置（适用于一般演讲厅及课室）。

视乎实际情况，监考员有权安排特定地点以供考生安放其个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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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请勿携带贵重物品到试场。理大∕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将不会对有关

之损失负责。

 所有考生应在考试开始前五分钟就座。考生必须依照试场外标贴的「考试

座位表」就座。入座后，考生在开考三十分钟内不得离开试场。

 考生不可在考试开始三十分钟后进入试场。

 考生须携带身份证及学生证应考，并将证件摆放在他们的桌子右上角，以

便监考员检查。影印本不能作为身份证明文件。若证件与考生身份不符，

考生可因而被开除学籍，校方亦会采取法律行动。

 如未获得监考员指示，考生不得开始作答。

 考生须自备一切书写和绘图工具。考生只能在校方提供的考试答题簿及附

加纸张上书写，不可撕掉考试答题簿内任何页张。

考试进行中 

 考试进行时，在监考员同意下，考生可于考试开始三十分钟后离开试场，

但不能在考试完毕前十五分钟内离开。

 考试进行中，除非在监考员陪伴之下，考生不能擅自离开试场。若获许于

应考期间暂离考场（适用于大型试场，如体育馆、一般演讲厅及课室），考

生不准携带任何书写物品或电子及通讯仪器。考生暂离考场之出入时间須

被记录。

 考试进行中，考生不能作任何交谈或作弊，亦不可骚扰其它考生。所有考

试违规事情，院系会向学生纪律委员会呈报。

 考试进行中，考生不可饮食。在特殊情况下，如需用水服食药品，考生可

向监考员提出要求。

 于应考期间，若有怀疑不当使用电子及通讯仪器，监考员会要求考生出示

有关内容(如通话∕短讯∕即时讯息∕网页之纪录)，以评估是否涉及作弊

成份。监考员有权要求考生即时关掉电子及通讯仪器或卸除电池。个案(包

括相关的证据及资料)将呈交有关部门及学生纪律委员会处理。

 监考员会在考试完毕前三十分钟、十五分钟及五分钟，提醒考生剩余的考

试时间。

考试完结 

 完成考试后，学生应停止作答并安坐椅上，等待主考官宣布才可离开试场。

除试卷外，考生不能拿走试场任何物件。在特别情况下，试卷亦不可取走。

 考生离开试场时应保持安静，避免滋扰同场其它还在考试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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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考试操守的投诉，考生可以在考试后尽快以书面方式透过中心∕当地

合作大学办事处联络课程开办院系系主任或理大教务处。

E. 考试成绩

每一学期的考试成绩经主考委员会开会确认后，学生会收到正式的考试成绩

单。如果在成绩正式公布后两周仍未收到成绩单，应马上透过中心∕当地合作

大学办事处向有关院系查询。

F. 延考

学生如因受伤患病或其它不可预见的理由而缺席考试，可以向有关院系申请

延考（Late Assessment）。 

有关申请，须以书面连同有效医生证明或其它有效证明文件，在缺席考试五

个工作天内，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科目开办院系申请，科目开办

院系会以书面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通知学生有关结果。 

如延考申请获批准，延考成绩将被视为正式考试成绩，并由有关院系通知考

生结果。 

若学生的延考申请获批准，学生须缴付每科港币 245 元的延考费用。延考生

须先缴付有关费用，并在延考时出示有关收费单。如延考生未缴付有关费用，

延考成绩将被视为无效。 

G. 符合毕业资格

学生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后，会获准毕业: 

1. 累积学分达到课程资料手册内列明的要求学分数目;

2. 颁授学位所要求的学分总数之中，最少有三分之一必须自理大获取；

3. 达到课程资料手册内列明的要求及大学其他的相关要求;

4. 于课程完结时，学生平均积点相等或高于 2.0。

学生在达到毕业要求后，其在下一学期已注册的科目（包括连续性科目）会

被视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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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成绩上诉 
 

科目讲师及科目评核委员会（Subject Assessment Review Panel）将会负责评

核各科目的考试成绩，并负责处理及批准延考的申请。 
 

主考委员会（Board of Examiners）负责厘定学生学位∕文凭级别，及裁决退学

和因特殊情况影响成绩的事件。 
 

如果学生认为其考试成绩受到某些因素影响，应尽早向有关院系报告。 
 

上诉理由 

校方可以根据以下的因素对科目讲师∕科目评核委员会或主考委员会的决定

作复核： 
 

 如考生能证明其考试成绩是受疾病或其它合理因素影响，而该等因素是学

生在科目讲师∕科目评核委员会∕主考委员会作决定之前有确实理据不能或

不愿披露。有关考生须以医生证明或其它文件支持其申请。 

 如考生能证明行政安排上出现重大错误，或考试未有依据当时考试规则或

大学评核规则进行，或于评核成绩时有不公平的地方，或有其它不合规则

的情况出现。 
 

学生须注意，个人不同意答卷的批改成绩或不同意科目评核委员会∕主考委员

会的决定不足以作为上诉申请的充分理据。 

 

上诉的程序 

1. 勒令退学的上诉 

考生申请有关勒令退学的上诉时，须缴付费用港币 125 元。学生索取缴费单

时须出示学生证。如上诉成功，有关费用将予发还。 

 

学生须于考试总成绩公布后一周之内，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递交

表格 AS149 予课程开办院系/学院。 

 

递交表格时，上诉人有责任向教务申诉委员会（Academic Appeals Committee）

提供一切有關上訴之详细资料及有效证明文件。 

 

教务申訴委员会会就相关之上诉进行评审，并参考课程开办院系/学院及学

院院长/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所提供之建议，作出裁决。 

 

委员会的裁决将是大学内最终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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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勒令退学的上诉 

考生申请上诉科目成绩时，须缴付费用港币 125 元。学生索取缴费单时须出

示学生证。如牵涉超过一份试卷，则每一份试卷收费为港币 125 元。如上诉

成功，有关费用将予发还。 
 

如学生提出上诉，须在考试总成绩公布后七个工作天之内，透过中心∕当地合

作大学办事处致函课程开办院系系主任，上诉申请应连同缴费证明一并提交，

以便校方查阅。学生应在上诉书内列明理由及附上有效证明文件。 
 

院系会在总考试成绩公布后或收到上诉申请后的七个工作天内（以较后者为

准）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以书面通知学生有关上诉结果。境外课程

的回复期可能会稍作延长。如学生对裁决不满，可以书面向教务长上诉，限

期为收到有关院系主任或受权人书面通知后的七个工作天之内（以邮戳日期

为准）。在提出第二次上诉时，学生须要一并提交有关考试成绩通知书副本、

其它支持文件及以下资料： 
 

 英文及中文姓名 

 学生编号 

 课程名称、学年及班别 

 考试科目的上诉 

 上诉理由 
 

教务长会把上诉书转送到教务申诉委员会审评，委员会将根据上诉是否具有

表面理由而裁决是否需要重新考虑科目讲师∕科目評核委員会∕主考委员会的

决定。 
 

委员会的裁决将是大学内最终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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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学生证 
 

学生缴付学费及完成入学注册手续后，便会收到理大学生证。在有效的注册

期内，学生可以享有理大学生的权益。在大学范围内应常带备学生证，以便

使用大学设施。 
 

如学生在学生证有效期满后仍未完成课程，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将会安

排学生于新学期开始时领取新的学生证。如果学生在新学期开始时还未收到

通知，请在办公时间到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查询，否则有关学籍可能被

取消。至于因转换课程而需要换取新的学生证，学生须缴付有关费用。 
 

交回学生证 

学生证属理大所有。学生必须于有效期届满或学生身份终止时，将该证件交

回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 
 

学生应亲自把学生证交回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如必须以邮递方式交回，

应先把学生证剪成两截，否则学生须承担因邮递失误引致盗用的损失风险。 
 

如不交回学生证，入学时所付的保证金将不获发还。学生日后要求发还保证

金将不获受理，亦不能取得由理大所签发的任何证明档。 
 

非法使用学生证 

学生必须小心保管学生证及防止别人冒用或盗用。 
 

如擅自把学生证转让别人使用大学设施或作其它非法用途，或使用他人学生

证，学生会遭理大纪律处分，包括停课或勒令退学，并剥夺一切学生权益。 

 

遗失、损坏和更换 

学生证如有遗失或损坏，必须填写表格 AS2 申请补领，并缴付港币 110 元的

补领费用。缴费单可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索取。申请人亦可使用信用

咭付款 （只限 Visa∕Master∕银联信用咭，借记咭恕不适用）。如以信用咭付款，

请 浏览本 校网 站 https://www40.polyu.edu.hk/foccp/ccp_payment_menu.jsp  

并选择“Replacement of PolyU Student Identity Card”项目进行缴费付款。学生

如未能亲自前往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递交表格，可以邮寄申请表并附

上身份证副本。手续完成后，证件副本会被销毁。 

 

https://www40.polyu.edu.hk/foccp/ccp_payment_menu.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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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若寻回原来的学生证，应马上通知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并把原来

的证件交还。如学生同时拥有超过一张学生证，则属违反规则，校方有权对

该学生作出纪律处分。 

B. 学业成绩表

学业成绩表（Transcript of Studies）详载学生在大学历年所修读的科目及成绩。

学生须填写申请表格 AS3，表格可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索取，或从理

大教务处网页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下载。申请费用

为每张港币 50 元，申请者须另付有关邮费。 

缴费单可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索取。申请人亦可使用信用咭付款 （只

限 Visa∕Master∕银联信用咭，借记咭恕不适用）。如以信用咭付款，请浏览本

校 网 站 https://www40.polyu.edu.hk/foccp/ccp_payment_menu.jsp 并 选 择 

“Transcript” 项目付款。 

C. 修业证明书

学生可用申请表格 AS4 申请理大修业证明书（Testimonial）。此证明书将不

会列出所修读科目及成绩。表格可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索取，或从理

大教务处网页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下载。 

D. 证书及毕业典礼

学生若符合大学及就读课程的所有要求，将获取毕业资格。若于每年三月十

五日或之前获取毕业资格，学生毕业证书的签发日期为该年三月十五日，证

书通常会在三月下旬∕四月上旬备妥。而于三月十六日至九月三十日获取毕业

资格者，证书的签发日期为该年九月三十日，并会在十月下旬∕十一月上旬备

妥。所有毕业证书须依循已订的规则签发，大学不会为个别学生提供特别或

提前签发的安排。有关证书派发日期及安排或其他任何查询，可与当地合作

大 学 办 事 处 联 络 。 如 欲 获 得 更 多 相 关 资 料 ， 可 浏 览 以 下 网 址: 

http://www.polyu.edu.hk/as/webpage/for-graduates/award。 

学生必须于领取日期内领取证书。如未能亲自领取证书，学生可以书面授权

他人代取 (请在授权书列明获授权者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并附上学生本人

的身份证副本。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https://www40.polyu.edu.hk/foccp/ccp_payment_menu.jsp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http://www.polyu.edu.hk/as/webpage/for-graduates/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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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领取时间后，大学不负责保管未被领取之毕业证书，亦会于翌年十二

月底销毁证书，不另行通知。大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重发毕业证书或副本。

毕业生如需要学历证明文件，可考虑申请由教务处发出的毕业证明

（Certification of Award），详情请参阅“毕业证明”章节及细则。校方亦保留权

利，对于未办清大学任何手续或遭受纪律处分的学生，暂缓发放(或收回∕撤

销）毕业证书或有关学业证明。 

获毕业资格的学生将于当年的十月及十一月期间参加理大的毕业典礼。有关

毕业典礼的安排，学生可于每年的七月浏览理大教务处网页。 

E. 毕业证明

若遗失毕业证书，学生可以用表格 AS106 申请一张由教务处发出的毕业证明

（Certification of Award）以证明过去曾取得该学历。每张毕业证明，收费为

港币 225 元。 

缴费单可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索取。申请人亦可使用信用咭付款 （只

限 Visa∕Master∕银联信用咭，借记咭恕不适用）。如以信用咭付款，请浏览本

校 网 站 https://www40.polyu.edu.hk/foccp/ccp_payment_menu.jsp 并 选 择 

“Certification of Award” 项目付款。 

https://www40.polyu.edu.hk/foccp/ccp_payment_menu.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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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纪律处分

校方会对操行有失及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学生(包括

准毕业生)采取纪律处分。 

这些个案可提交学生纪律委员会（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进行调查及

定案。假如调查属实，委员会会按其严重性作出适当的处罚，包括： 

• 社会服务

• 取消科目成绩

• 训斥

• 罚款

• 在指定期间内禁止使用大学的任何设施

• 在指定期间内停学

• 延期毕业或暂缓发放毕业证书（适用于准毕业生）

• 在指定期间内或无限期被开除学籍

• 其它合适的处分方案

学生(包括准毕业生)如证实违反与学术诚信有关之校规, 如作弊/涉嫌作弊

(包括考试時使用电子设备)、剽窃、协助他人学术造假等，将会受到纪律处

分。有关科目会被评为不合格而原有成绩会被取消。其学生记录及相关文件，

包括考试成绩单(Assessment Result Notification)及学业成绩表(Transcript of 

Studies)，亦会加上学术造假(academic dishonesty)的标注, 直到学生离校为止。

此等学生的毕业评级将会被降一级。 

学生如证实有违规行为(不论学术或非学术), 将被列入“纪律观审” 

(disciplinary probation)。观审期内，其记录及相关文件，包括考试成绩单、学

业成绩表及修业证明书(Testimonial)，将显示“纪律观审”的状态。除非学生纪

律委员会另有决议，否则“纪律观审”一般期限为一年，学生离校时将会取消。 

“纪律观审”之学生将被剥夺部份权利。他们将不获大学颁发任何荣誉, 亦丧

失如获取奖学金/奖项/奖品、或在大学内担当领导角色等资格。此等学生若

要申请学生项目资助及补贴、参与课程及各类活动时，或会被押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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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如面对纪律处分，可透过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理大学生发展及资源办

事处 (Centre STARS)寻求意见及协助。学生如须到学生纪律委员会听审，可

找一位大学职员或大学同学陪同出席。  

 

因纪律理由而被开除的学生将失去退还保证金的资格。 
 

 

B. 理大校名的使用  
 

学生和学生组织如欲使用香港理工大学校名，首先要得到大学校长的书面同

意。该申请单位须向理大学生发展处递交申请，同时须递交履行协议书以表

示同意有关使用校名的规范。审批与否，校方将保留最终的决定权。 

 

 

C. 申请外界赞助 
 

未得到校方批准之前，学生不可在任何情况之下要求或接受任何外界的赞助。

如获校方批准，学生必须亲自提出申请，不能委托其他人士办理。 
 

 

D. 学术方面 
 

学术诚信 

香港理工大学非常注重学术诚信，鼓励学生遵从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

严禁任何抄袭（包括自我抄袭）及作弊行为。违反学术诚信或考核作弊者，

会受严厉的纪律处分，如取消考试资格或开除学籍。有关详情请参考学生手
册 （ 英 文 版 ）（http://www.polyu.edu.hk/as/webpage/for-student/student-

handbook）。 

 

知识产权 

任何与理大课程及研究有关的学生创作，包括学生的功课、设计、研究专项

及透过类似活动所产生的版权作品，其知识产权及版权均属理大所有。一般

而言，知识产权包括一切受到法例保障的创新事物和意念。它们可以文字、

图案、声音纪录、影片、艺术、摄影、设计、电脑软件、电子形式及其它方

式表达。 

 

大学就有关知识产权的事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及规则，详情请参阅下列连结： 

 

 Policy on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https://www2.polyu.edu.hk/ 

itdo/IP/PIP.pdf) 

 

http://www.polyu.edu.hk/as/webpage/for-student/student-handbook
http://www.polyu.edu.hk/as/webpage/for-student/student-handbook
https://www2.polyu.edu.hk/itdo/IP/PIP.pdf
https://www2.polyu.edu.hk/itdo/IP/PIP.pdf
https://www2.polyu.edu.hk/itdo/IP/P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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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ula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ttps://www2. 

polyu.edu.hk/itdo/IP/RMIP.pdf） 

 

复印版权刊物 

大学对于保护知识产权非常重视。凡复印版权刊物，而没有获版权人的批准，

可视作违法。所以学生必须遵守版权法例。利用复制及用电子方式储存或使

用互联网将版权刊物内容公诸大众，均属违反版权法行为。 
 

在版权法下，未得版权持有人的许可而擅用他人的版权，如抄袭著作、复制、

分发或贩卖他人的著作给大众，即构成侵占版权。剽窃是指利用任何方式盗

用或借用他人之研究构想、过程或成果，将其复制至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当

作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未正确注明出处的行为。 
 

任何印制品，包括在书本上或丛书中，如带有版权的标记，即获得版权的保

护。所有周刊内的资料，通常是受版权保护的。 
 

 

E. 守时上课  
 

学生必须准时上课及参与有关课程活动。由于缺课会影响学业进度，因此学

生不得在没有充份理由及未得院系的准许下缺课。 
 

 

F. 申诉注意事项 
 

学生若希望校方处理任何申诉个案，必须在申诉书中申明学生姓名、学生编

号及所属课程，然后把申诉书透过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交往教务处教务长收。

校方对任何匿名信件，概不受理。 
 

https://www2.polyu.edu.hk/itdo/IP/RM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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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资讯科技处   
 

资讯科技处提供中央信息科技设施及服务，以支持大学在教学、学习、研究、

行政及传讯方面的事务。 
 

提供给学生的信息科技设施 

所有本校全日制及兼读制学生皆可自由使用校园里所有中央信息科技设备

及服务，包括学术计算机服务、电邮系统、网上学习管理系统、学生计算机

中心、互联网接驳及网络系统服务等。学生注册入学时，可获个人专用的网

络账户（NetID），并透过此账户使用上述设备及服务。此外，学生可以透过

互联网在任何地点及时间远程使用各项设施。 
 

为防止个人资料外泄及大学的信息科技设施及服务被滥用, 学生切勿与他人

共用个人的 NetID, 以及向他人透露相关的密码（NetPassword）。 

 

信息服务 

信息科技设施及服务学生手册内容广泛，介绍了各项学生可使用的大学信息

科技服务。透过资讯科技处电子月刊 Get Connected 及大学门户网站

（myPolyU）https://my.polyu.edu.hk，学生可获取最新的信息科技服务资料。 
 

大学非常鼓励学生及部门利用电子媒介进行通讯及发放刊物及公告。无论何

时何地，大家都可透过资讯科技处网页及电邮账户获取信息。 
 

如需获得全面及最新的信息科技设施及服务资料，可浏览资讯科技处网页: 

http://www.polyu.edu.hk/its。学生如有任何查询或需协助，可致电资讯科技处

用户服务热线（852）2766 5900，发讯息致 WhatsApp/微信账号 (852) 6577 

9669 或亲临于李嘉诚楼 2 楼的用户服务中心。 
 

 

  

 

https://my.polyu.edu.hk/
http://www.polyu.edu.hk/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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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玉刚图书馆 
 

包玉刚图书馆楼高六层,总面积达 16,666 平方米，共提供约 3,800 个座位。除

了安静及舒适的学习环境, 图书馆约有四成地方为研习空间，供读者作小组

讨论及学习之用。 
 

藏书 

包玉刚图书馆目前的馆藏超过五百四十万件, 涵盖不同范畴及学科。因应现

代资讯发展, 及配合大学教学和研究需要, 图书馆近年订购的馆藏以电子版

为优先考虑项目。透过图书馆网页，读者可以随时随地搜寻各类资源，包括

电子图书、报章及统计数据库、参考工具书及电子期刊、论文、视频及自主

学习等资料。图书馆网页亦提供摘要及全文数据库，包括 Factiva、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IHS Standards Expert、INSPEC、 LexisNexis HK、Medline、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Science Direct、 SciFinder、 Scopus、 Springer 

LINK Online Libraries、 Web of Science、Westlaw、World Textile、Wiley Online 

Library、CNKI(中国知网)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ies 

(中文集献) 、Duxiu Academic Search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文渊阁四库全书

电子版、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1911-1949) 及中国基本古籍库等等。 此

外, 还有一系列的線上百科全书、数据库、网上视频及音频资料库,包括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Bloomberg Professional Service、  Academic 

Video Online 及 Naxos Online Music Library、 以及图像资料库包括 ARTstor 

Digital Library。 

 

部分电子资源亦提供专为手机或流动装置设计的网页及应用程序, 方便读者

浏览。详情请参阅：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mobile-friendly。 

 

馆际互借及文献传递服务 

读者如需获取非本馆馆藏,可使用馆际互借及文献传递服务。透过此服务, 读

者可要求取得包括本地、中国内地及海外图书馆/文献中心的资料。有关服务

详情, 请参阅: http://interloan.lib.polyu.edu.hk/illiad/Quota.html。  

 

咨询服务 

当值的专业馆员随时乐意协助读者查询习作及研究项目所需的资料。 

 

为方便读者，图书馆提供短讯咨询服务。读者可透过手机 WhatsApp 号码 

6423-0820 查询各项服务及资讯。 

 

学生亦可预约所属学系的学院图书馆主任作单对单的研究探讨, 从而更有策

略地运用各项资讯工具展开研究及著作工作。详情请致电（852）2766 6863。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factiva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ieeeiee-electronic-library-ieee-xplore-1988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ieeeiee-electronic-library-ieee-xplore-1988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ihs-standards-expert-goldfire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inspec-1969-current-inspec-archive-science-abstracts-1898-1968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lexisnexis-hk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medline-1946-ovidsp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proquest-dissertations-and-theses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science-direct-online-journals-elsevier-science-1996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scifinder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scopus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springer-link-online-libraries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springer-link-online-libraries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web-science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westlaw-international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world-textiles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wiley-online-library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wiley-online-library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CNKI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caj-full-text-database-%E4%B8%AD%E5%9C%8B%E6%9C%9F%E5%88%8A%E5%85%A8%E6%96%87%E6%95%B8%E6%93%9A%E5%BA%AB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chinamaxx-digital-libraries-%E4%B8%AD%E6%96%87%E9%9B%86%E7%8D%BB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chinamaxx-digital-libraries-%E4%B8%AD%E6%96%87%E9%9B%86%E7%8D%BB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duxiu-academic-search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wen-yuan-ge-si-ku-quan-shu-dian-zi-ban-%E6%96%87%E6%B7%B5%E9%96%A3%E5%9B%9B%E5%BA%AB%E5%85%A8%E6%9B%B8%E9%9B%BB%E5%AD%90%E7%89%88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wen-yuan-ge-si-ku-quan-shu-dian-zi-ban-%E6%96%87%E6%B7%B5%E9%96%A3%E5%9B%9B%E5%BA%AB%E5%85%A8%E6%9B%B8%E9%9B%BB%E5%AD%90%E7%89%88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minguo-shi-qi-qi-kan-quan-wen-shu-ju-ku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zhong-guo-ji-ben-gu-ji-ku-%E4%B8%AD%E5%9C%8B%E5%9F%BA%E6%9C%AC%E5%8F%A4%E7%B1%8D%E5%BA%AB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encyclopaedia-britannica-online-current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bloomberg-professional-service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academic-video-online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academic-video-online
http://ezproxy.lb.polyu.edu.hk/login?auth=alogin&url=http://www.hkpolyu.naxosmusiclibrary.com/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artstor-digital-library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artstor-digital-library
https://www.lib.polyu.edu.hk/databases/mobile-friendly
http://interloan.lib.polyu.edu.hk/illiad/Quota.html
https://www.lib.polyu.edu.hk/about-us/contacts/ask-us/whatsapp
https://www.lib.polyu.edu.hk/about-us/contacts/faculty-libr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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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班、网上自学导修课及各类导引 

为协助同学有效运用馆藏及学术资源, 图书馆定期举行研习班, 欢迎学生透

过图书馆网页报名参加。视乎人数多少, 读者可因应研究题目要求图书馆

安排资讯顾问环节或工作坊。 

 

读者亦可透过网上自学的导修课 InfoLit for U (MOOC)、不同科目及专题的

研究导引, 学习各种检索资讯的技巧，从而有效地开展论文研究及掌握图

书馆的重要资讯。 

 

在线获取信息 

读者可透过图书馆网页 http://www.lib.polyu.edu.hk 查阅最新的图书馆服务及

规例、开放时间、预订或续借手续、以及翻查借书记录；也可透过该网页推

荐订购新书及向图书馆提出意见。 

 

https://www.lib.polyu.edu.hk/information-literacy/library-workshops/
https://www.lib.polyu.edu.hk/services/teaching-support/request-workshops
http://inf.lib.polyu.edu.hk/Literacy/reg.asp
http://libguides.lb.polyu.edu.hk/
http://libguides.lb.polyu.edu.hk/
http://www.lib.pol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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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教务用表格说明 
 

以下表格可向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索取，或从理大教务处网页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 

forms下载。 

 

表格编号 项目 说明 参考页数 

AS1 个人资料 

更改 

 如学生个人资料有所更改，必须尽早通知校方。学生须将表格
交回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转交理大相关部门。 

 如更改事项属联络地址及电话，学生可直接登入教务处的学生
网页更改 http://www.polyu.edu.hk/student 。 

6 

AS2 学生证补领 

(HK$110) 

 学生证如有遗失或损坏，必须填写表格申请补领，并缴付港币
110元的补领费。 

 如学生于日后寻回已报失的学生证，须交回此学生证到中心∕当
地合作大学办事处。 

22 

AS3 学业成绩表 

(HK$50 

+邮费) 

 学业成绩表详载学生在大学历年所修读的科目及成绩。学生须
填写表格并缴付每张港币50元的申请费用。申请者需另付邮费。 23 

AS4 修业证明书  学生可填写申请表，申请理大修业证明书。此证明书不会列明
所修读科目及成绩。 

23 

AS6 退学  如学生在课程完成前决定终止学习，须提交正式退学申请。 

 递交申请表时，须同时交回学生证。 

 如为新生，退款安排依各项目所属院系规定执行。旧生如申请
在学期开始后提出，该学期已缴付的学费将不获退还。假若尚
有未缴付的学费及∕或其它费用，学生必须缴清所有款项，以
便校方处理申请。否则，其入学时缴付的保证金将不获发还。 

10 

AS7 休学  休学期不会计算在注册期限内。 

 如为新生，所有费用不设退款。旧生如休学申请在学期开始后
提出，该学期已缴付的学费将不获退还。假若尚有未缴付的学
费及∕或其它费用，学生必须缴清所有款项。 

8 

AS8 缺席课堂  学生如需缺席某些课堂，必须预先提交申请并取得理大有关院
系批淮。 

 学生如因受伤患病或其它不可预见理由而缺课，必须在缺席后
五天内透过中心提交申请。有关申请必须连同有效证明文件（如
医生证明书，公司证明信等），证明学生无法出席课堂。 

7 

AS38 双重学籍  在少数情况下，学生如获得课程开办院系的书面批准，可同时
拥有一个全日制∕厂校交替制课程学籍及一个兼读制课程学籍，
或超过一个兼读课程的学籍，包括由其它院校提供的课程。 

 学生应在课程注册前提交表格申请双重学籍注册。未经批准而
自行作双重注册者可导致停学处分。 

8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https://www.polyu.edu.hk/as/application_forms
http://www.polyu.edu.hk/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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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编号 项目 说明 参考页数 

AS41c 学分转移 

(每学分
HK$145) 

及 

科目豁免 

(每学分
HK$75) 

 如学生曾在理大或其它院校修读与目前所读课程有关之学科，
并希望该学科能获目前课程的确认，学生可提交此表格申请学
分转移或科目豁免。 

 成功获批学分转移的学生，须按每学分缴付转移费用港币 145

元（可按汇率以人民币支付）。转移学分会计算在毕业要求的学
分内。 

 成功获批豁免的科目，其学分不会被计算在课程的学分要求内，
学生须向课程总监∕课程主任咨询选修其它科目的要求，以取得
符合课程要求的学分。获豁免的科目，学生须按每学分缴付港
币 75元（可按汇率以人民币支付）。 

11 

AS84c 毕业申请表  只适用于现正修读硕士学位课程并选择以课程涵括之专业学术
资格或其它学术资格（例如深造文凭、深造证书）毕业之学生。 

 学生须于有关学期完结前提交毕业申请表（AS 84c）。一般情况
下，学生须分别于十一月三十日或四月十八日前交回此表格才
可于该年度之第一或第二学期毕业。 

-- 

AS106 毕业证明 

(HK$225) 

 如学生遗失毕业证书，须提交表格申请由教务处发出的毕业证
明，以证明过去曾取得的学历。每张证明书费用港币 225元。 

24 

AS112 零科注册 

(每学期
HK$2,105) 

 如学生须于整个学期暂停修读，必须提交表格向课程开办院系
申请 [零科注册]。 

 暂停修读的时间将被计算入注册期限内。 

 申请获接纳的学生，须缴付每个学期港币 2,105元（可按汇率以
人民币支付）的留位费。（未能缴付留位费者，其课程注册及零
科注册申请均作废。） 

9 

AS114 自选进度修
读模式 

 如学生无法跟从院系预定的修读模式，可申请转作以自选进度
修读的学生。 

9 

AS118 重新注册 

(HK$400) 

 如学生因未能在限期前缴交学费而令其注册学生身份失效，可
在注册失效日期后两周内申请重新注册。 

 如申请获批准，学生须缴付港币 400 元（可按汇率以人民币支
付）手续费。 

14 

AS149 勒令退学的
上诉

(HK$125) 

 学生须于考试总成绩公布后一周之内，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
学办事处递交 AS149表格予课程开办院系/学院。 20 

AS150 学业观审期
间修读的科
目或学分 

 在学业观审期间,学生须在成绩公布后一周内向学系递交表
格以便和学业指导老师商讨及敲定在该学期所修读的科目或
学分。 

 

11, 16 

书面 退修科目 

(每科
HK$105) 

 如学生在增修∕减修科目限期后申请退修科目，必须以书面形式
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向院系申请，但只会在特殊情况
下及缴清学费后方获课程开办院系及科目开办院系考虑。 

 如申请获批准，学生须缴付港币 105 元（可按汇率以人民币支
付）手续费，惟有关科目已缴交的学费将不会获发还。 

13 

书面 延交论文  如学生未能于应缴交或完成论文的限期内完成论文并需延至下
一学期完成，学生按延交的时限，每一学期缴交相当于该课程
一个科目学费的行政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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