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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華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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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足印

 於2010年由東華三院創立。

 2010年3月成功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HKCAAVQ)的學院評審
(Institutional Review)。

 2011年4月獲教育局正式認可，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320章）下註冊成
為一所擁有頒授學士學位資格的專上學院。

 2011年9月（2011/2012年度）開辦首兩個課程：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學位
-護理學高級文憑



5

使命

秉承東華三院「興學育才、有教無類」的辦學理念，以及在醫療、教育及社會福
利服務等範疇的專長和優勢，東華學院的使命是提供優質的高等教育，培育學生
成為具備專業才能、誠信和對社會有關顧及承擔的專業人才，為社會作出貢獻。

願景

東華學院的願景是成為一所具知名度的私立大學，提供各項高質素課程，強調實
踐所學，同時體現東華三院對有需要人士給予無私關懷的精神。

(一)東華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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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一)東華學院簡介

定位清晰

勇於創新

強大支援

目標明確

創業與管理學

非牟利與營
商機構管理學



(二)學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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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管理學院
醫療及健康科

學學院
護理學院

四所學院



(二)學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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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管理學院

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 護理學院

• Applied Psychology 應用心理學

•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兒教育

•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創業與管理學
• Financial Services 金融服務
•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醫療服務管理學
• Marketing 市場學
•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專業會計學
• Management of Profi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非牟利與牟利機構管理學

• Basic Medical Sciences 基礎醫療科學
• Forensic Science 法庭科學
•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醫療化驗科學
• Occupational Therapy 職業治療學
• Physiotherapy 物理治療學
• Radiation Therapy 放射治療學

• Applied Gerontology 應用老年學
• Nursing 護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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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學科範疇

學位及副

學位課程

幼兒

教育 應用心

理學

工商

管理

創業與

管理學

醫療

科學

放射

治療學

醫療化

驗科學

職業

治療

物理

治療

護理學

老人學

放射治療學

工商管理

醫療科學

幼稚教育 應用心理學

老人學

護理

職業治療

(二)學院課程

物理治療

醫療化驗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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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認
證
課
程

課程 專業團隊資格 畢業生專業資格

護理學健康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香港護士管理局 註冊護士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香港輔助醫療業管理局－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 註冊醫務化驗師

放射治療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香港輔助醫療業管理局－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 註冊放射技師 (治療類)

職業治療學理學士(榮譽)學士學位 香港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世界職業治療師聯合會

註冊職業治療師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學位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

註冊幼稚園教師
註冊幼兒工作員
註冊幼兒中心主管
註冊特殊幼兒工作員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主修專業會計學

香港會計師公會、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澳洲會計師公會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

註冊幼稚園教師
註冊幼兒工作員
註冊幼兒中心主管

護理學高級文憑 香港護士管理局 登記護士

(二)學院課程



(二)學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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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納入政府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的課程

課程
2018/2019 學年

資助學額
2019/2020 學年

資助學額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 225 350
+125

(+55.6%)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30 45
+15

(+50.0%)

放射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15 15 -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50 50 -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N.A. 50 +50

合共資助學額： 320 510
+190

(+59.4%)

JUPAS



(二)學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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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課程發展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首間自資院校開辦物理治療學士課程，舒緩業界人手短缺

 斥資近1,300萬元設立5個物理治療專門實驗室

 已提出申請專業認證。根據要求，專業認證評審將於開課

後每年持續進行，直至首屆同學畢業前便會有結果

非牟利與營商機構管理學

 培育學生為雙重目標 (社會和經濟) 組織工作

 為社商企業培育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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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及畢業生

學年 合共人數 百分比變化

2014/2015 1,874 -

2015/2016 2,083 +11.2%

2016/2017 2,372 +13.9%

2017/2018 2,504 +5.6%

2018/2019 2,690 +7.4%

在學學生人數

學年 合共人數 百分比變化

2014/2015 654 -19.4%

2015/2016 601 -8.1%

2016/2017 717 +19.3%

2017/2018 725 +1.0%

2018/2019 841 +16.0%

學生入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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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及畢業生

第一屆畢業禮 (2013年)

自2010年成立起，共培養了超過2,000名畢業生

第五屆畢業禮(2017年)

第二屆畢業(2014年) 第三屆畢業(2015年)

第四屆畢業(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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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及畢業生

畢業生調查 2017

 80.9％全職畢業生受雇於醫療和保健服務相關機構

 全職畢業生平均月收入：HK$20,062 (+32.1％)

 畢業生月薪中位數：HK$28,224 (+55.4％)

 80.0％畢業生平均月收入超過HK$25,000

 收入最高畢業生：放射治療科學，平均月薪HK$3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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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活動和體驗

海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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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活動和體驗

海外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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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活動和體驗

前天文臺台長
特許氣象學家
香港銀紫荊星章勳賢
林超英教授
分享全球暖化越趨嚴重及其禍害

廣華醫院藥劑部名譽藥劑顧問及
廣華醫院藥劑部部門前經理
淩浩明先生
講解有關藥物安全風險管理的演變

講座

澳洲悉尼大學醫學院院長
悉尼皇家北岸醫院科林醫學研究所腫
瘤遺傳學主管
Bruce Robinson 教授
就「標靶基因治療：分子診斷與遺傳
諮詢」 一題發表演說

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榮休教授
東華學院榮譽教授
Angela Duxbury 

分享研究及刊登學 術文章的心得



19

(四)學習活動和體驗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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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活動和體驗

社會服務

探訪庇護工廠智障人士

保育生態環境－義務清潔香港南生圍 推廣關注對失明人士的日常協助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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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活動和體驗

學生活動
迎新營 朋輩輔導計畫

學生會周年晚宴 舞蹈學會周年表演

龍舟隊

和富領袖網路聯校高桌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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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獎項及榮譽

學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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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獎項及榮譽

學生成績



醫療科學實驗室 (微生物學/解剖病理學/臨床生化學/自動分析學/血液學/分子生物學/分子診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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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設施及校舍發展



心血管及肺部康復實驗室 / 電能治療及診斷實驗室 / 運動科學及人體動力學實驗室 / 

肌肉骨骼及生物力學實驗室 / 腦神經康復及科技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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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設施及校舍發展



幼兒遊戲 / 學習實驗教室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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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設施及校舍發展



應用心理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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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設施及校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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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治療實驗室

(六)校園設施及校舍發展



放射治療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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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設施及校舍發展



挑戰導向學習護理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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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設施及校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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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面積 25,000平方呎

 教學設施

 演講廳

 課室

 模擬病房實驗室

 電腦室

 學習資源中心

 護理學院辦公室

葵興校舍
九龍貿易中心第二座16樓全層

(六)校園設施及校舍發展



林德明教授

副校長（學術）

2018年12月4日更新

非牟利與營商機構管理學

介紹最新籌辦課程



1 in 3 Elderly live in poverty

三位長者當中就有一位生活於貧窮

80,000 South Asian ethnic minorities in HK

有80,000 個來自南亞的少數族裔於香港居住

1.5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貧窮人口達150萬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殘疾歧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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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you always want to help the 

disadvantaged and make Hong Kong a 

better place.

But, how?

你一直都希望幫助弱勢社群, 希望令香港變得
美好…

但是, 該如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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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ing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幫助社會
弱勢群體 )

Besides being a social worker or health professionals, how? 

(除了作為社會工作者或醫療專業人士，如何幫助這些人？)

Another option: 

You can also work in some relevant organisations providing 

services and support for the needy people

(你還可以在以下的相關機構工作，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務及支援)

We may set up, operate and manage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to provide proper services for the needy people.

(e.g. NGO 非牟利機構, social enterprises社會企業) 

We may assist business and official organisations to plan and 

provide various charity supports to the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offering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needy people.

(e.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partments in the 

commercial sector 商業機構負責社會企業責任的部門, and

Charitable Foundations 慈善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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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anagement 

Degree 
Programme
(with dual 

foci)
(具有雙重焦點
的新管理課程)

• Train students to work for organisations with dual goals: social and 

economic (培養學生為雙重目標 (社會和經濟) 組織工
作)

• To achieve this, students will learn (學生將學習)
• Business Courses to help achieve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商業課程學科, 實現經濟上的可持續性 )
• Courses that will help solve social problems

(有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學科)

36

Focusing on managing 

relevant organisations to 

achieve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 goals*

(社商企業相關管理課程)

Address social problems 

with sustainable solutions 

(通過可持續解決方案解決
社會問題)

* Social goals are to solve a particular social problem (or problems)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 Economic goals are to maximize profit with best quality goods and services subject to budget constraint.



Programme
Unique 

Features 
(課程獨特之處)

• Learn how to achieve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 goals
學習如何達成雙重目標（社會和經濟）

• Apply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運用多學科知識和技能解決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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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社會 Business   商業

Understanding Social Problems and Policies

社會問題及政策研究
Accounting 

會計學

CSR &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企業社會責任及可持續發展管理
Economics  

經濟學

Fund-raising and Donor Relations

籌募及捐贈者關係
Finance  

財務學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社會企業
Marketing  

市場營銷



• Apply management skills in operating organisations with 
social purposes 
在具有解決社會問題目的的機構中應用管理技能

• G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through work internship
通過工作實習獲得實踐經驗

• Learn through practical and experienti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dagogy
通過實踐和體驗式教學和學習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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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Unique Features 

(課程獨特之處)



Career Opportunities 
(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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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raising

籌募

Administration / Operation

機構行政 / 運作

Soci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社會及社區發展

Public Relations / Marketing

公共關係及市務

Business Development

商務拓展



Social and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社商企業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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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aGozxM0nbc&list=UUoL1FjKW1WHwbRVVjOGI33w


鄭慧雲博士

教務長

2018年12月4日更新

學生平均入學分數及入獎學金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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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入學分數 (2018/2019)

課程 HKDSE 分數
應用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16

幼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 16

工商管理 (榮譽)學士 16 *

醫療科學 (榮譽)學士 17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21

放射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20

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22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22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 19

心理學高級文憑 12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13

健康科學高級文憑 14

護理學高級文憑 16
*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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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文憑試最低分數要求 每年獎學金金額 (每人)

工商管理 (榮譽)學士 /

創業與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

應用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

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

14 (4C + 1X)

HK$ 30,000

幼兒教育(榮譽)教育學士 16 (4C + 1X)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

健康科學高級文憑
14 (2C + 3O)

HK$ 20,000
心理學高級文憑 12 (2C + 3O)

*成積平均點達3.3或以上將可於下一學年持續獲得該獎學金

4C：4科核心科目
1X：1科選修科目
2C：中英文科
3O：任何科目(中英文
科除外) 但不多於兩科
應用學習科目

入學獎學金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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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完 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