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创新」访学项目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raining Program
◆ SUMMER 2019 ◆

大学简介

香港理工大学是一所既充满活力又拥有骄人历史的大学。理大毕业生的实用价值，更被雇主
视为同侪之冠。大学在追求卓越学术水平的同时，会不断推陈出新，提供富实用性的专业课
程、培训、应用研究及专业顾问等服务，支持工商企业的长远发展。
大学并锐意培育既拥有专业知识和独立思考，又具备良好沟通技巧及广阔视野的首选毕业
生。此外，理大又推行学分制，让学生可在选择学科和学习进度方面更具灵活性。
理大多年来已培育了近二十四万名莘莘学子。这些毕业生在社会不同阶层担当独特的角色，
以其知识才能回馈社会，为本港经济发展尽一分力。
QS 全球大学排名：全球第 106，亚洲第 25

项目主题

编号

项目主题

项目日期

天数

项目费

项目日程

PUA1

科技创新

07/21 – 07/28

8天

8800 元

见参考日程

项目证书

结业证书

最佳小组证明

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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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照片

课程模块

开学典礼

欢迎仪式

大学课程

人文参访

名校参访

政企参访

课堂一角

课堂一角

政企参访

公益参访

人文体验

结业展示

结业汇报

颁发结业证书

颁发推荐信

◆ 科技创新
- Wireless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无线科技与应用
- Social+ local+ mobile phone 社交+本地+移动电话
- Engineering knowledge serves the community 工程知识服务于社区
- Future cities and suburb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未来城市与郊区的物联网
- Presentation and Closing ceremony

参访交流

◆ 政府机构
- HK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立法会
- HK Planning Department
香港规划署（展城馆）
- HK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贸易发展局
-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Council 生产力发展局

◆ 企业
- Dialogue in the dark 黑暗中对话
- H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香港科技园
- HK Cyberport 香港数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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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交流

◆ 学生交流

◆ 文化考察
- Victoria Harbour 维多利亚港
- Victoria Peak 太平山顶

- CUHK Student Organization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组织
- HKUST Student Organization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组织

截止日期

2019 年 4 月 26 日截止报名，先报先得，额满即止；
超过截止日期，根据项目名额和港澳通行证时间择适录取。

申请对象

在读本科生、硕士生。

录取人数

每班 50 人左右。

住宿安排

大学宿舍或市区酒店，双人标准间，配有空调、上网设施。

餐食安排

早餐、午餐在大学餐厅统一就餐，晚餐在住宿就近用餐；三餐费用自理，每餐约 25 港元。

交通安排

大学、参访机构及酒店之间安排大巴接送。

通行证

学员需自行办理港澳通行证并加香港签注（一年一次有效，一次有效期 7 天，G 签或 L 签）
。

项目费用

项目费包括：
大学课程费、结业证书、校园参访、企业参访、住宿费、大巴费、境外保险。
项目费不含：
往返机票（项目组可代订团体机票）
、三餐、其他个人消费。

参考日程（以下为往期项目日程安排详情，仅供参考；2019 年实际日程可能因香港理工大学日程安排而有所调整）
上午

下午

第1天

到达，专车接往酒店

抵达酒店，办理入住

第2天

香港理工大学欢迎仪式 Welcome Speech &
Program Overview
领导致欢迎辞、介绍项目流程
香港理工大学课程 PolyU Course
课题：Wireless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无线科技与应用
课堂：PolyU 香港理工大学

名校参访 Campus Visit
地 点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大学
- Introduction of HKUST 港科大学生代表介绍香港科
技大学
- Visi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Engineering, Business School,
Student Activity Center 参观科大工程学院、商学院、
学生活动中心
- Exchange with HKUST students 与港科大学生代表
交流分享学习心得

第3天

香港理工大学课程 PolyU Course
课题：Social + local + mobile phone
社交+本地+移动电话
课堂：PolyU 香港理工大学

机构参访 Agencies Visit
地点：HK City Gallery 香港展城馆
- Introduction 观看简介片
-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future city planning of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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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香港各区发展历史及未来城市规划
- Introduction of transportion in Hong Kong 香港交通介
绍
- Introduction to Hong Kong's cultural attractions 香港特
色文化地点简介
第4天

名校参访 Campus visit
地点：香港科技大学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Introduction of HKUST 港科大学生代表介绍
香港科技大学
- Visit HKUST faculty and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参观港科大学院、学生活动中心
- Exchange with HKUST students 与港科大学生
代表交流分享学习心得

机构参访 Agencies Visit
地点：Dialogue in the Dark 黑暗中对话
- Experience learning braille 体验学习盲文
-Experience the life of the blind 进入场馆感受盲人生
活

第5天

香港理工大学课程 PolyU Course
课 题 ： Engineering knowledge serves the
community
工程知识服务于社区
课堂：PolyU 香港理工大学

名校参访 Campus Visit
地点：CUHK 香港中文大学
-Visit New Asia college and united college 参观香港中
文大学新亚书院、联合书院等
- Experience cuisine - red bean ice cream 体验港中文
特色美食红豆冰
- View th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观看港中文“天
人合一”景观

第6天

香港理工大学课程 PolyU Course
课题：Future cities and suburb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未来城市与郊区的物联网
课堂：PolyU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结业比赛
课题：结业比赛
- 颁发最佳小组证明（优胜小组组员）
- 颁发结业证书（所有学员）
- 课堂：香港理工大学

机构参访 Agencies Visit
地 点 ： Productivity council: 3D printing experience and
design 生产力促进局：3D 打印体验与设计
- Visit 3D printing experience gallery 参访 3D 打印体验
廊
- Computer course 电脑课程
- Character image modeling and character design 人物形
象造型及角色设计
- Discover your own personality 发掘自己的个性
- Establish a personal illustration style 建立个人插画风
格

第7天

人文体验（建议尖沙咀、太平山等）

第8天

办理退房，相互告别

专车接往机场，飞机返回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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