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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基本介紹 

 
 

 

 

 

香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港科大)創立於 1991年，是一間非常年輕的研究型大

學，目前由商學院、工學院、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院組成。QS 2019 世界大

學排名為 37名、2019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則是 47名，港科大在亞洲

的排名都有進前 10名，名次也都比台大高。 

 

學校採用全英語教學，學生比例最多為香港人、其次是中國人，最少是國際

生，不過國際生大約也有 10%，遠高於台大的外籍生比例。港科大的交換風氣非

常盛行，例如我比較常接觸的化工系，大約 50%的學生有出國交換的經驗。 

 

學校位於清水灣，距離市區大約 1小時的車程，需要從小巴轉乘港鐵。由於交通

的不方便以及好山好水的自然景觀，造就校內濃厚的讀書風氣，是個適合好好唸

書和運動的學校。 

  



2. 學校硬體設備 

 

 

 

整座學校是由電扶梯連接起來的，各個大樓和宿舍之間都需要電扶梯或是電

梯。整體來說，港科大的硬體設備比台大差了一點點(體育館、游泳池)。 

  

教學研究設施 

港科大將大部分教學設施集中在同一座教學大樓，整棟教學大樓的內部結構十

分複雜，要搭配不同號碼的電梯才能成功走到教室，剛開學的前一個月我都在

不停的迷路和 trial and error。 

 

游泳池 

游泳池共分為室外和室內，11月到 4月開放的是室內游泳池，5月到 10月則是

室外。我自己還蠻常去游泳的，大約一週 3~4次，地點離各個 Hall都非常近，

走路僅需要 3分鐘，盥洗也很方便，漸漸地就喜歡上游泳了。後來也會自己上

網查游泳的教學影片或文章，到學期末的時候發現自己可以游超過 1000 m，覺

得超級開心的。 

  



 

重訓室 

空間大小和台大的差不多，擁有非常多的有氧設備，重訓器材的排列有點神

奇，練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器材混放在一起。不會撥放音樂也沒有電視，所以必

須自備耳機。墊子略少，大約只有 4片瑜珈墊的面積，可容納約 3個人，不過

倒是有很多 Total Stretch TS200(一種伸展用的體育器材)，和台大一樣使用率

不高。 

 

鋼琴室 

學校的鋼琴室一共有 3間，需要從學校網路上預約，每次可預約 1小時。琴房

通常很搶，要提前 3~4天前預約。另外，強烈建議使用 piano room 3，因為其

他的琴房都連在一起，而學校的 Student Amenities隔音又做得很差，很容易

被影響到，piano room 3在較偏遠的角落，所以大推。 

 

圖書館 

面積大約是台大圖書館的一半、藏書量約為 1/3，書目是用英文字母進行排序

的，和台灣大部分圖書館是用內容進行分類不同。普遍來說討論聲音稍大，只

有在 LG3和 LG4的安靜區才能認真唸書，很容易找到座位。 

  



3. 修課 

4.   

 

這學期我修了五堂 13學分，一般來說交換生只會修 3~4門課，這樣時間安排會

比較自由，不過我參加的是工學院的交換計劃，依港科大的工學院規定，交換

生至少要修到 12學分，所以相較其他交換生，會多花一點點時間在課業上。 

 

溫書週 

在期末考的前一週學校會停課，讓學生好好準備考試。這個是我覺得非常棒的

規定，除了讓學生有完整的唸書期間，多數課程也會增加期末考的分數比例，

讓學生有挽回期中考失利的機會。我也很難得的看到室友連續 2天唸書，都要

歸功於溫書週呢。 

 

英文授課環境 

在學期間，我很喜歡比較台大與港科大的差異，香港這裡以全英文教學的環

境，有利有弊。香港學生的英文程度會比台大學生的好上一些，但是教授們的

口音和英語表達卻會阻礙教學品質，不像台大教授是以自己母語教學來的容易

傳遞教學內容。此外，即使港科大的國際排名較高，自己卻覺得台大的學生沒

有比較差，師資也是。 

 



左邊是山坡和學校，右邊是大海，很神奇又很美的操場。 

 

 

在這一個學期中，我遇見的教授有台式英文、港式英文、印尼腔英文，口音聽

久了就會習慣了，與教授或助教討論上課內容或是發表問題，並沒有遇到顯著

的障礙。不過還是很難與室友討論更文深入的問題。我發現自己沒辦法用英文

將兩岸的關係和歷史，用英文有條理地解釋得很清楚。此外，儘管室友的英文

比我更好，但是他也很難用英文與我解釋德國的難民問題，這件事讓我蠻挫折

的，不過年底我還是有做好功課，認真地和他解釋台灣公投的結果和影響(哈哈

哈)。 

 

上課習慣 

香港的大學沒有鐘聲，不過老師都非常準時！該上課就上課、下課就會準時下

課，如果老師有超過一點點時間，有些學生還會直接離開教室，這麼準時的習

慣讓我非常滿意。 

  



 

以下是我修過的課程，會特別選擇港科大是因為他們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能夠修到一些生物醫學工程相關的課

程，那是台大比較缺少的，自己也覺得十分有趣也很有發展性，未來也想朝這

個方向發展。 

 

1. Bioproducts and Processing (3 credits) 

這堂課的內容是化工系的單元操作三+反應動力學，如何應用在生物技術的課

程，很偏製藥和生技產業，這部分不像傳統化工系的課程，技術都已經很成熟

了，所以教科書也寫得非常好。而教授選用的 Bioseparation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和 Bioprocess Engineering Basic Concepts，參考書本身寫的不

是非常清楚，我覺得有點可惜，不過教授上的非常棒，邏輯清楚且推導會一步

一步帶著學生練習，觀念也講得很詳細，然後笑話偶爾好笑。 

 

2. Career Building (1 credit) 

這堂課主要是在教履歷撰寫和面試技巧，港科大比台大更注重與職場接軌的觀

念，也是在台大上不到的課，會很完整且有體系地教導學生，如何從學生心態

轉換到面試和應徵工作。學期中也會讓我們穿著正裝，和實際業界裡面的主管

進行模擬面試，修這堂課我覺得十分值得。 



 

 

3. Cantonese for Chinese Language Background Students I (3 credits) 

這堂課的廣東話學的並不深，一學期過後的廣東話大約是 survival的等級。建

議目前在台大的學生，想學習廣東話的人可以去報名台大的廣東話班，那裡的

上課內容比港科大教的紮實很多，而且老師會用注音來解釋廣東話的發音，會

比直接學羅馬拼音來的直觀。 

 

4. General Biology I (3 credits) 

這堂課蠻簡單的，大部分的內容高三就已經學過了，不過參考書 Campbell 

Biology真的蠻有趣的，當作一般的科普書也很有意思。 

 

5. Introduction to Aerospace Engineering (3 credits) 

這堂課是從大一普通物理學為出發點，慢慢教到 Aerospace Engineering的基礎

航空知識，像是會了解飛機為什麼會飛、機體重量如何影響航行距離、機身材料

的重要性、飛機引擎的選擇、飛機的發展歷史等等，茶餘飯後來唸一唸和自己本

科系不一樣的知識，覺得十分有趣。 

  



4 . 大眾運輸工具 

5.  如何從市區搭車到學校 

因為我剛來到香港的時候，超級不會搭小巴，而學校又在荒郊野外，一整個在

彩虹站迷路了 N 個小時，所以當時就發願如果順利坐小巴回到學校，就要發一

篇完整的教學文，好讓未來的學弟妹可以好好地回到學校。 

 

從學校進城主要有兩個路線(出學校)： 

1. 從彩虹港鐵站(小巴站設於大學南門)，可以坐巴士 91、91M 號、綠色小巴 

11 號、11S 號 (通宵服務) 

2. 往坑口港鐵站(車站設於大學北門)，可以坐巴士 91M 號、綠色小巴 11 號、

11M 號、11S 號(通宵服務) 

 

從學校往北門或南門走都不會有問題，學校內部標示很清楚，離開學校很簡

單，不方便的是從港鐵站走到小巴站，再搭小巴回學校這段路，以下是從市區

回學校的路線(回學校)。 

 

1. 從彩虹港鐵站回學校 

從彩虹港鐵站出站後，往 C 出口走會看到 4 個分岔 

，請往 C1 出口走，雖然會在其他 C 的出口標示看到 

巴士總站的標示，不過彩虹港鐵站的巴士總站，沒有 

前往港科大的巴士喔！ 

 



 

 

 

 

C1 出口出來之後如圖所示，要先往回走，會看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小巴站，站牌

上面有寫香港科技大學，這般小巴就可以搭回學校宿舍了！ 

 

 

 

 

 

 

 

 

 

 

 

2. 從坑口站回學校 

從坑口站回學校會比較直觀，下圖是坑口站的出口，這次可以往巴士總站前

進了，不會被香港的指示 Gank。從坑口站出來之後，右方電扶梯上去是一個

大型的商場，左邊就是巴士總站。進去後會到一個昏黃昏黃的地方，接下來

就可以找有著香港科技大學的站牌了。 

 

 

 

 

 

  

 

 

 

C1出口外部。 這個小巴站可以坐 11S 專線小巴回港科大。 

 

坑口站出口(往巴士小站)。 坑口站出口外側景象。 



11號小巴會到港科大的北門巴士站，

通常都會有不少學生在等。 

91M會搭到港科大的南門巴士站，離宿

舍比較遠，建議搭 11 號小巴。 

 

 

 

 

 

 

 

 

 

 

 

 

 

 

 

 

 

 

 

 

 

 

 

 

 

 

 

 

 

 

 

 

 

 

另外，在重要網站的”從學校往返機場”的網頁中也有介紹，如何從學校進出

城，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回到學校洗洗睡。 

昏黃昏黃的香港巴士總站。 

 



5. 交換費用 

6.   

 

 

以下是在港科大交換一學期(8/29~12/28)的花費，一共是 149672 台幣。 

 

 

(圖中不包含旅遊和娛樂花費) 

 

生活用品涵蓋了一次性用品，像是寢具和文具用品等。交通則是來回機票和搭

乘港鐵與小巴的費用。我自己還是有去旅遊和其他娛樂花費，就不詳細列在上

面。交換期間能不能省，主要是看個人花費習慣，通常在亞洲、東歐交換會比

較便宜。 

  



6. 那些重要的小事 

 

那些在香港我覺得很特別的東東 

 

1. 電梯裡沒有鏡子 

2. 小便斗之間通常沒有隔板 

3. 小巴沒有站位，而且都會排隊 

4. 餐廳幾乎沒有衛生紙，出門吃飯都要自己帶 

5. 飲料加冰塊要加錢 

6. 衣服比台灣便宜一些些(8、9折) 

7. 電扶梯速度很快、電梯開關速度也很快，夾到人很痛 

8. 大家坐電梯通常不會幫忙按開門，你可以選擇當那個友善的人 

9. 覺得食物沒有很適合台灣人，但不是不好吃，單純口味不一樣 

10. 教授上下課時間非常準時，令人欣慰，反觀… 

11. 學校寄信不太會分類，即使是商學院或社會科學院的信也會寄給全校 

12. 上課氣氛和問問題的風氣和台大差不多，office hour都不會有人去問問題 

13. 港鐵班次頻率比捷運更為密集(平均每 1分鐘就會有一班) 

14. 香港的藥局有賣一些台灣買不到的藥品，像是 Melatonin(褪黑激素)，我覺得很棒 

15. 市區不容易找到廁所或是坐下來休息的地方 

16. Boat Trip超爆好玩 

 

那些我覺得很重要但不知道怎麼分類的小事 

 

1. 到香港機場之後，建議馬上在 7-11買一張八達通(香港的悠遊卡)，因為學校是買不到

的，而進出學校都需要八達通 

2. 前幾年宿舍還可以選，但現在是直接用抽的，祝大家不要抽到 Hall 1 

2. Career Building是很棒的課程，但學校不怎麼宣傳 

3. 整棟宿舍都需要學生證逼卡，像是宿舍大門、冷氣、洗衣機、烘衣機、加值機，但是學

校在第 3天才會發學生證，所以剛到學校的前兩天會什麼事都不能做 

5. 警衛聽不太懂英文，但可以試著和他們練習廣東話，他們都很親切的 

  



7. 交換總結心得 

準備交換的理由，是不想要大四畢業後馬上唸研究所，想出去看看，其他國家

的人是如何處理自己的人生的。唸書唸了一輩子，也想停下來喘口氣，好好回

顧自己的大學生活，認真地吃飯、運動、唸書、睡覺，做那些我在大學四年內

沒有好好做的事情。 

 

很意外的，在香港的日子比我想像中的安穩。每週都會和朋友進城吃飯、大採

購，偶爾去吃很貴的餐廳或走一些觀光客不會去的小巷弄，拍些照片和扮著鬼

臉，想到處留下自己的腳印，在回憶裡留下些什麼，好像傻瓜一樣。 

 

我在香港最好的朋友是一位新加坡的女生，她的母語是英文，聽得懂台語和普

通話但是不會講。我們會去香港的歷史博物館，發現歷史真的是由掌權者所決

定；有走到很像香港電影的暗巷中，去吃很道地也超級好吃的茶餐廳；也有一

起去排只有觀光客去吃的燒鵝店，點了半隻鵝後在 google map留下過譽的

review。很慶幸有人願意和超級路痴的我出去玩，那些在香港的日子我過得很

開心也很愉快，總有一天會去新加坡請她當地陪的。 

 

在香港的日子很短，很高興有達到當初設立的目標，養成運動的習慣、認識當地

學生和國際生、好好地整理自己和唸書，然後發現其實自己一個人在國外也可以

過得很好，而且和自己與他人相處都是需要練習的，這次的交換是個很棒的體驗。 



8. 重要網站&APP 

學生簽證及多次入境許可證 

http://niafan2.blogspot.tw/2015/09/blog-post_29.html 

 

從學校往返機場 

https://www.dimjoeng.com/post/222803/%E9%BB%9E%E6%A8%A3%E5%BE%9E-

%E9%A6%99%E6%B8%AF%E7%A7%91%E8%A8%88%E5%A4%A7%E5%AD%B8-

%E5%88%B0-%E9%A6%99%E6%B8%AF%E6%A9%9F%E5%A0%B4/ 

 

科大琴房使用評測報告 

http://blog.renren.com/share/264757156/8974432987 

 

香港的樓層名縮寫 

https://www.edigest.hk/1323/%E7%86%B1%E8%A9%B1/%E4%B8%80%E6%AC%A1%E5%AD

%B8%E6%99%92%E5%95%86%E5%A0%B4%E6%A8%93%E5%B1%A4%E5%90%8D-

%E5%8E%BBug%E3%80%81lg%E7%84%A1%E9%9B%A3%E5%BA%A6/ 

 

一些很棒的心得文 

http://outgoing.iep.nccu.edu.tw/sites/default/files/life_132.pdf 

http://outgoing.iep.nccu.edu.tw/sites/default/files/life_67.pdf 

http://exten.web.nthu.edu.tw/ezfiles/154/1154/img/1705/171388462.pdf 

 

介紹香港居住環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rFyjGZ9NU 

 

Openrice 

介紹美食的 APP，通常會以餐廳的評價、食物照片、餐牌(menu)和網友評價，到校外吃飯的

時候可以使用，除了查餐廳以外也可以直接訂位，偶爾會有午餐 7 折左右的優惠，非常推薦

使用。 

 

我的天文台 

這是一個天氣應用程式，程式會顯示最接近用戶、指定位置或所選氣象站所提供的實況天

氣，如溫度、相對濕度、雨量、風向、風速及天氣照片等。像是 2018 年 9 月中旬，山竹颱風

直撲香港，當時的香港天文台甚至高掛十號風球(香港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當時就是用這個

APP 來了解香港最新的天氣狀況，而學校後來也有寄信宣布停課。 

 

P.S. 颱風假以學校寄信為主，看香港的新聞不準。香港媒體公布的停課是來自香港教育部發

布的內容，而教育部只管中小學。 

  

http://niafan2.blogspot.tw/2015/09/blog-post_29.html
https://www.dimjoeng.com/post/222803/%E9%BB%9E%E6%A8%A3%E5%BE%9E-%E9%A6%99%E6%B8%AF%E7%A7%91%E8%A8%88%E5%A4%A7%E5%AD%B8-%E5%88%B0-%E9%A6%99%E6%B8%AF%E6%A9%9F%E5%A0%B4/
https://www.dimjoeng.com/post/222803/%E9%BB%9E%E6%A8%A3%E5%BE%9E-%E9%A6%99%E6%B8%AF%E7%A7%91%E8%A8%88%E5%A4%A7%E5%AD%B8-%E5%88%B0-%E9%A6%99%E6%B8%AF%E6%A9%9F%E5%A0%B4/
https://www.dimjoeng.com/post/222803/%E9%BB%9E%E6%A8%A3%E5%BE%9E-%E9%A6%99%E6%B8%AF%E7%A7%91%E8%A8%88%E5%A4%A7%E5%AD%B8-%E5%88%B0-%E9%A6%99%E6%B8%AF%E6%A9%9F%E5%A0%B4/
http://blog.renren.com/share/264757156/8974432987
https://www.edigest.hk/1323/%E7%86%B1%E8%A9%B1/%E4%B8%80%E6%AC%A1%E5%AD%B8%E6%99%92%E5%95%86%E5%A0%B4%E6%A8%93%E5%B1%A4%E5%90%8D-%E5%8E%BBug%E3%80%81lg%E7%84%A1%E9%9B%A3%E5%BA%A6/
https://www.edigest.hk/1323/%E7%86%B1%E8%A9%B1/%E4%B8%80%E6%AC%A1%E5%AD%B8%E6%99%92%E5%95%86%E5%A0%B4%E6%A8%93%E5%B1%A4%E5%90%8D-%E5%8E%BBug%E3%80%81lg%E7%84%A1%E9%9B%A3%E5%BA%A6/
https://www.edigest.hk/1323/%E7%86%B1%E8%A9%B1/%E4%B8%80%E6%AC%A1%E5%AD%B8%E6%99%92%E5%95%86%E5%A0%B4%E6%A8%93%E5%B1%A4%E5%90%8D-%E5%8E%BBug%E3%80%81lg%E7%84%A1%E9%9B%A3%E5%BA%A6/
http://outgoing.iep.nccu.edu.tw/sites/default/files/life_132.pdf
http://outgoing.iep.nccu.edu.tw/sites/default/files/life_67.pdf
http://exten.web.nthu.edu.tw/ezfiles/154/1154/img/1705/171388462.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rFyjGZ9NU


 

 

 

有些人在交換的時候，一半以上的時間不在交換的國家， 

玩遍歐洲或亞洲各個國家，然後期末考前瘋狂熬夜唸書。 

 

有人在交換的期間，臉書 IG微信 WhatsApp輪流貼文， 

Hashtags 比本文還多、IG story 像網紅一樣豐富。 

 

有些人在交換的日子，學校宿舍兩點一線， 

上課唸書吃飯睡覺，過著和在原本國家一樣的生活。 

 

這些選擇沒有好或不好，只是有沒有達到原本出國的目標， 

和完成自己的目的而已。我們要知道自己出去交換是為了什麼 

自己到底想幹嘛，這很重要。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期待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