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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香港中文大學！《e、食、住、行在中大》專為 
中大成員印製，載列豐富實用的資訊，以協助學生和 
教職員盡快融入中大環境，充分享用校園的設施和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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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

學生和教職員加入中大即獲發中大通，這是一張供隨身攜帶
的電子智能卡，具備多項功能︰

•	身分證—個人資料列印於卡面和儲存於芯片，是學生和教
職員身分的憑證。

• 通行證—憑卡認證身分，進入圖書館、電腦室、實驗室、辦
公室、體育中心和書院宿舍等地方，方便快捷。

• 圖書證—可借閱館藏、登入圖書館電腦系統，以及使用電
子資源。 

• 拍卡簽到—參加學生周會、研討會和工作坊，只需在讀卡
機上輕輕一拍，即完成點名。

• 電子錢包— 透過電子代幣系統付款，啟動學生宿舍的冷氣、
洗衣機、乾衣機及脫水機。

中大通發證中心

 碧秋樓一樓112室  www5.cuhk.edu.hk/culink 
 3943 8507  culink@cuhk.edu.hk

MyCUHK 個人資訊平台

集合大學網上服務之一站式平台，於MyCUHK版面（https://
portal.cuhk.edu.hk）輸入使用者ID（即學生、教職員或校友
編號），鍵入密碼，即可瀏覽︰

• 我的頁面—班級及課堂資訊、更改密碼、僱員自助查詢 
服務、訂購電子門票等各項捷徑

• 校園新聞及事件—大學最新消息及活動資訊 
• CUSIS與我的學習	 /	我的教學—網上教學平台、VeriGuide

及Moodle 
• 圖書館—圖書館目錄、網上續借和預訂書籍等
• 網上電郵系統—校園電子郵件系統CWEM
• 有用連結—學習和校園生活相關資訊

CUSIS 中大學生信息系統

透過CUSIS可辦理註冊手續、提交資料、繳交學費、選科、
查看成績、申請學分豁免、更改專修範圍、申請獎助學金和
查閱修業進度等。使用方法見網頁︰www.cuhk.edu.hk /
cusis。CUSIS亦供教職員和校友使用。

電子校園

http://www5.cuhk.edu.hk/culink
http://portal.cuhk.edu.hk
http://portal.cuhk.edu.hk
http://www.cuhk.edu.hk/cusis
http://www.cuhk.edu.hk/cu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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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絡

校園Wi-Fi網絡覆蓋大部分公共露天範圍、圖書館、課室、學
生宿舍及學生飯堂，方便隨時上網，詳見︰www.cuhk.edu.hk/
itsc/network/wlan/index.html。學生和教職員也可參加入中
大無線寬頻熱點夥伴計劃，開戶請登入︰http://wifipartners.
itsc.cuhk.edu.hk。

手機應用程式

智 能 手 機 用 戶可 下 載 C U H K 
Mobile App 查閱校園資訊，如檢
索建築物名稱、通訊錄、校巴路
線和班次，以及最新消息等。適
用於Android及iPhone制式。

技術支援

在電腦應用上遇有困難，可向資訊科
技服務處求助。校園另設有電腦實驗
室，供中大成員使用。

資訊科技服務處

服務台 / 諮詢室

 碧秋樓一樓109室
 3943 8845（諮詢熱線）
 https://helpdesk.itsc.cuhk.edu.hk

電腦實驗室

 碧秋樓一樓
 廿四小時開放（暑期及公眾假期除外）
 王福元樓103室
 9:00 am – 10:00 pm（星期一至五）

9:00 am – 6:00 pm（星期六）

電子校園

http://www.cuhk.edu.hk/itsc/network/wlan/index.html
http://www.cuhk.edu.hk/itsc/network/wlan/index.html
http://wifipartners.itsc.cuhk.edu.hk
http://wifipartners.itsc.cuhk.edu.hk
http://helpdesk.itsc.cuhk.edu.hk/vie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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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指南
校園內設有二十餘間餐廳，詳情如下︰

餐廳 地址 電話 座位數目 餐飲種類 開放時間
大學教職員會所 
（只限會員）

五旬節會樓高座地下 2603 6202 140 中西餐 7:30 am – 10:00 am、 
12:00 nn – 9:30 pm（星期一至日）

崇基學院學生膳堂 眾志堂地下 2603 6623 600 中西快餐 7:30 am – 9:00 pm（星期一至日）
9:00 pm – 2:00 am（第一、二學期的教學日延長開放 
時間，星期六和公眾假期除外）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 
會所（只限會員）

崇基禮拜堂對面 6385 2903 300 中餐 11:00 am – 2:30 pm、5:30 pm – 9:00 pm（星期一至五）
11:00 am – 2:30 pm、5:30 pm – 10:00 pm（星期六、日 
及公眾假期）

蘭苑 崇基教育學院側 2603 5922 100 西式快餐 7:30 am – 9:00 pm（星期一至五）
7:30 am – 5:00 pm（星期六）

李慧珍樓咖啡室 李慧珍樓地下 2603 6131 260 西式快餐 8:00 am – 8:00 pm（星期一至五）
8:00 am – 5:00 pm（星期六）

晨興書院宴會廳 格林伯格樓低層地下 2603 6169 300 中西餐 8:00 am – 9:00 pm（星期一至五）
10:00 pm – 8:00 pm（星期日）

晨興書院咖啡閣 晨興書院高座地下 2603 6169 約20 西式快餐 8:00 am – 9:00 pm（星期一至五）
10:00 am – 8:00 pm（星期日）

善衡書院餐廳
（附設咖啡閣）

陳震夏館一樓 2994 3213 600 中西快餐 7:30 am – 9:00 pm（星期一至日）
6:30 pm – 9:00 pm（逢星期二至四此時段只設外賣）
11:30 am – 3:30 pm、5:00 pm – 8:00 pm（公眾假期）

Café 12 鄭裕彤樓三樓 3943 1640 80 西式快餐 8:15 am – 7:00 pm（星期一至五）
11:00 am – 4:00 pm（星期六）

The Stage 鄭裕彤樓三樓 3943 1640 29 西餐 12:00 nn – 2:30 pm（星期一至六）

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 
小食店

基本醫學大樓地下 2603 6077 140 中西快餐 7:45 am – 6:00 pm（星期一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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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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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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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 地址 電話 座位數目 餐飲種類 開放時間
范克廉樓學生膳堂 范克廉樓地下 2994 3412 480 中西快餐 11:00 am – 9:00 pm（星期一至五）

8:30 am – 9:00 pm（星期日）
范克廉樓咖啡閣 范克廉樓地下 2603 6009 180 中西快餐 7:30 am – 7:30 pm（星期一至六）
范克廉樓教職員餐廳 范克廉樓地下 2994 3698 290 中式酒樓 11:00 am – 3:00 pm、5:00 pm – 9:00 pm 

（星期一至五、日）
范克廉樓快餐店 范克廉樓低層地下 2603 6661 550 中西快餐 7:30 am – 9:00 pm（星期一至六）
池畔軒 范克廉樓低層地下 2603 5122 60 中西快餐 11:30 am – 9:00 pm（星期一至六）
女工合作社 范克廉樓低層地下 2994 3838 – 外賣小食 星期一至六

7:30 am – 1:30 am（教學日）
7:30 am – 11:00 pm（非教學日）

新亞書院學生餐廳 樂群館梁雄姬樓地下 2603 7432 425 中西快餐 8:00 am – 9:00 pm（星期一至六）
11:00 am – 9:00 pm（星期日）

新亞書院教職員餐廳 樂群館梁雄姬樓
地下

2603 7432 170 中餐 12:00 nn – 2:30 pm（星期一至五）

新亞書院雲起軒 
（只限會員）

樂群館梁雄姬樓
地下

2603 5522 96 中式麵食 12:00 nn – 2:00 pm（星期一至五）

聯合書院學生膳堂 張祝珊師生康樂 
中心地下

2603 6555 195 中西快餐 8:15 am – 9:00 pm（星期一至五）
11:00 am – 9:00 pm（星期日）

聯合書院咖啡廊 張祝珊師生康樂 
中心地下

2603 6555 25 西式快餐 11:00 am – 8:00 pm（星期一至五）
12:00 nn – 8:00 pm（星期六）

聯合書院思源館 鄭棟材樓地庫 2603 7486 100 酒精飲料和小
食，亦供開設
私人派對

5:00 pm – 11:00 pm（星期二至五）
3:00 pm – 9:00 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聯合書院教職員膳堂 
聚賢軒

張祝珊師生康樂 
中心地下

2603 6545 150 中餐 11:30 am – 3:00 pm（星期一至五)

聯合書院教職員會所 
文怡閣

張祝珊師生康樂 
大樓三樓

2603 5278 中式酒席可招
待96人；西式
自助餐可招待
60人

中西餐 12:00 nn – 3:00 pm（星期一至五）
（其他時段可供預訂）

逸夫書院學生飯堂 國楙樓地下 2603 6369 168 中西快餐 8:30 am – 9:00 pm（星期一至六）
9:00 am – 9:00 pm（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逸夫小廚 國楙樓低座地下 2603 6218 168 中西快餐 11:00 am – 2:30 pm，6:00 pm – 9:00 pm 
（星期一至五)
11:00 am – 2:30 pm（星期六）

各餐廳所在地區，請循表格所示顏色查閱本冊拉頁地圖（見19頁）。
在2012年新學期，將有更多餐廳投入服務，請留意校方公布。                                                                                                                                   

餐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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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書院及宿舍

書院提供豐富的非形式教育和住宿體驗，充實大學生活。現
時，中文大學各書院一共管理超過二十幢宿舍，各有特色。為
滿足學生的需求，未來一兩年將有更多新宿舍落成。另外，校
園尚設有國際生舍堂，為本地、非本地及交換生提供融合多元
文化的住宿環境，由學生事務處管理。

校外住宿
鑑於非本地研究生人數日增，校內宿位不敷應用，大學特開立
「校外住宿資訊網」，提供租住校外房屋的資訊︰
www.cuhk.edu.hk/osa/ohis。

投入學習

大學圖書館系統的七間圖書館，藏有二百多萬冊圖書和大量電
子資源。除了到館查閱，可透過Easy Access、虛擬私人網絡
或圖書館Proxy服務，在校外連接圖書館的電子資源。

大學圖書館
 中央校園

 2603 6699（廿四小時查詢熱線）
3943 7306（流通處）
3943 8741（館際互借）
3943 7305（參考諮詢）
3943 8740（指定參考書）
3943 8785（圖書館系統技術支援）

 www.lib.cuhk.edu.hk
 library@cuhk.edu.hk

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
 3943 6969

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
 3943 7655
 nacir@lib.cuhk.edu.hk

聯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
 3943 7564
 uccir@cuhk.edu.hk

建築學圖書館
 綜合教學大樓（鄰近大學站北面出口）

 3943 6599

http://www.cuhk.edu.hk/osa/ohis
http://www.lib.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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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國偉法律圖書館

 田家炳樓四樓及三樓

 3943 8641

李炳醫學圖書館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臨床醫學大樓二樓

 2632 2459

* medref@cuhk.edu.hk

圖書館手機版

想簡單、快捷地使用圖書館服務，只需以智
能手機登入︰http://m.lib.cuhk.edu.hk。

圖書館工作坊

2012年9月開學後，圖書館將舉辦一系列講座，介紹其資源
和服務、使用方法和借閱權利等，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查
詢︰3943 7305，電郵︰eref@cuhk.edu.hk。

語文訓練

有意提升語文能力和促進升學就業技巧的學生，可參加自學
中心的講座及工作坊。中心提供小組和個別輔導，推動自發
學習。

自學中心
 聯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一樓

 3943 8733

8 www5.cuhk.edu.hk/ilc

* ilc-chinese@cuhk.edu.hk

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
 3943 8224
8 www.cuhk.edu.hk/clc

* clc_upd@cuhk.edu.hk

校園生活

http://m.lib.cuhk.edu.hk
www5.cuhk.edu.hk/ilc
http://www.cuhk.edu.hk/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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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

學生事務處因應學生不同發展階段和需要，協助其全面個人發
展及成長，在修業期間充分發揮潛能。

學生事務處
 www.cuhk.edu.hk/osa

學生服務中心
 范克廉樓一樓
 3943 8650 / 3943 8652
 osa@cuhk.edu.hk

學生活動及設施組
 范克廉樓一樓
 3943 7323
 saau@cuhk.edu.hk

來港生組 

 范克廉樓一樓
 3943 7945
 isso@cuhk.edu.hk

就業策劃及發展中心
 范克廉樓二樓
 3943 7202
 cpdc@cuhk.edu.hk

個別輔導

學生事務處轄下之學生輔導及發展組透過個人或小組輔導，
協助同學適應大學生活，解決疑難及促進個人成長和發展。輔
導範圍包括：情緒調適、自我認識、家庭關係、學業、家人或人
際關係等。個人資料均嚴加保密。查詢或預約，請致電︰3943 
7208，電郵︰scds@cuhk.edu.hk。

教職員支援

大學僱員若因各種問題需尋求輔導服務，可致電人事處3943 
8607查詢，亦可致電24小時熱線27213939，與專業社工洽談。

海外交流

有意參加交換生計劃以擴闊視野的學生，請留意學術交流處
的最新消息。

學術交流處
 3943 7597
 www.cuhk.edu.hk/oal
 iasp@cuhk.edu.hk

校園生活

http://www.cuhk.edu.hk/osa
http://www.cuhk.edu.hk/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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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

大學保健處為全日制學生和教職員提供免費普通科門診服務
和收費牙科服務。中醫教學診所則提供收費中醫門診服務。

大學保健醫療中心

 中央校園保健路

 www.cuhk.edu.hk/uhs

 普通科門診
	 	3943 6422（查詢） 
  3943 6439（預約），亦設網上預約
 牙科
	 	3943 6412
	 8:45 am – 1:00 pm，2:00 pm – 5:30 pm（星期一至四）
 8:45 am – 1:00 pm，2:00 pm – 5:45 pm（星期五）

中醫教學診所

 信和樓一樓中醫學院
 3943 4024（預約）/ 3943 4328（查詢）
 9:00 am – 12:00 nn，1:00 pm – 5:00 pm（星期一至五）

9:00 am – 12:30 pm（星期六）

設施一覽

運動

大學設有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網球場、壁球場、康樂
室、健身室及水上活動中心等多項康體設施。詳情及開放
時間，請查閱體育部網址：www.peu.cuhk.edu.hk或致電 
3943 6086。

中大體育館
  中央校園 	3943 6097
夏鼎基運動場
  中央校園 	3943 6097
嶺南運動場
  港鐵大學站對面 	3943 6985
新亞體育館
  新亞書院樂群館梁雄姬樓二樓 	3943 7695
張煊昌體育館
  聯合書院張祝珊師生康樂中心一樓 	3943 7539
逸夫體育部
  逸夫書院國楙樓低層地下 	2603 5088

校園生活

http://www.cuhk.edu.hk/uhs
http://www.peu.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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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
  中央校園范克廉樓側  3943 6764
水上活動中心
  校園東區  2603 6776

文娛康樂

文物館
 中央校園
 3943 7416
8 www.cuhk.edu.hk/ics/amm
* artmuseum@cuhk.edu.hk
º 10:00 am – 5:00 pm（星期一至日）公眾假期休息

許氏文化館
 新亞書院誠明館地下
 3943 7604

邵逸夫堂
 中央校園
 3943 7852
* srrsh@cuhk.edu.hk

利希慎音樂廳
 利黃瑤璧樓
 3943 6510

郵政
富爾敦樓地下、崇基學院巴士站和港鐵大學站外（近巴士總
站）均設有郵箱。如投寄特快專遞、本地及國際包裹，請前往
沙田火炭山尾街18至24號沙田商業中心地下火炭郵政局。
郵票於范克廉樓低層地下學生會，或港鐵大學站之便利店有
售。

書店及文具店 

商務印書館

 康本國際學術園一樓
 9244 2454（至正式開幕止）
* shopcu@commercialpress.com.hk

º 10:00 am – 8:00 pm（星期一至五） 
10:00 am – 6:00 pm（星期六）

學生會影印服務中心

 范克廉樓低層地下
 3943 7201

校園生活

http://www.cuhk.edu.hk/ics/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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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服務
范克廉樓低層地下學生會設有傳真機，但只限收發本地文件。
欲傳真到國內或海外，請往大學行政樓低層地下之校本部庶
務組，查詢有關服務和收費。

銀行

東亞銀行
 李慧珍樓LG01室
 3609 3790
恒生銀行
 富爾敦樓101室
 2998 6262

自動櫃員機

 李慧珍樓LG01室 （銀通）

 范克廉樓地下 （銀通）

 富爾敦樓地下 （ETC）

 富爾敦樓101室 （ETC）

超級市場

百佳超級巿場
 富爾敦樓低層地下
 2603 5432
 8:30 am – 10:00 pm（星期一至五）

8:30 am – 9:00 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理髮店

COMER 理髮店
 富爾敦樓地下
 2994 4884
 10:00 am – 8:00 pm（星期一至六）

紀念品銷售處

大學紀念品銷售處
 富爾敦樓地下
 3943 7886 / 3943 7877
 bus@cuhk.edu.hk

 8:45 am – 5:30 pm（星期一至四）
8:45 am – 5:45 pm（星期五）

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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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網絡

乘 搭 港 鐵 前 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可 於 大 學 站 下 車。
乘 巴 士 72、7 2 A、7 3 A、7 4 A 或 8 7 2 號，於 大 埔 公 路 
（近 崇基 學 院）下車。乘 2 8 K 綠色 專線小巴，可於大埔
公路近崇基學院或近中大正門下車。乘巴士87K、87S、 
272K、289K，或小巴807A、807B、807K、807P，於大學站旁
的巴士總站下車。

穿梭校巴時間表及路線

校內設有多條校車路線，免費接載學生及教職員往來各主要
校區和建築物。因應學生和教職員的需要，有關路線和班次
或會調整，欲知最新消息，可參考交通組網址：www.cuhk.
edu.hk/transport_unit，或查閱校巴站告示。

路線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班次 途經

 1A 7:40 am – 6:40 pm 逢20和40分開出 
（繁忙時段加密班次）

 1B 8:00 am – 6:00 pm 逢00分開出

 2 7:45 am – 6:45 pm 逢00、15、30和45分開出

 3 9:00 am – 5:40 pm 逢00、20和40分開出

 4 8:30 am – 6:50 pm 逢10、30和50分開出

http://www.cuhk.edu.hk/transport_unit
http://www.cuhk.edu.hk/transport_unit


15

交通網絡

乘 搭 港 鐵 前 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可 於 大 學 站 下 車。
乘 巴 士 72、7 2 A、7 3 A、7 4 A 或 8 7 2 號，於 大 埔 公 路 
（近 崇基 學 院）下車。乘 2 8 K 綠色 專線小巴，可於大埔
公路近崇基學院或近中大正門下車。乘巴士87K、87S、 
272K、289K，或小巴807A、807B、807K、807P，於大學站旁
的巴士總站下車。

穿梭校巴時間表及路線

校內設有多條校車路線，免費接載學生及教職員往來各主要
校區和建築物。因應學生和教職員的需要，有關路線和班次
或會調整，欲知最新消息，可參考交通組網址：www.cuhk.
edu.hk/transport_unit，或查閱校巴站告示。

路線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班次 途經

 1A 7:40 am – 6:40 pm 逢20和40分開出 
（繁忙時段加密班次）

 1B 8:00 am – 6:00 pm 逢00分開出

 2 7:45 am – 6:45 pm 逢00、15、30和45分開出

 3 9:00 am – 5:40 pm 逢00、20和40分開出

 4 8:30 am – 6:50 pm 逢10、30和50分開出

交通網絡

火車站
Train Station

大學體育中心
Univ. Sports 

Centre

大學行政樓
Univ. Admin 

Bldg

邵逸夫堂
Sir Run Run 
Shaw Hall

善衡書院
S.H. Ho College

大學行政樓
Univ. Admin 

Bldg
善衡書院

S.H. Ho College

善衡書院
S.H. Ho College

邵逸夫堂
Sir Run Run 
Shaw Hall

大學體育中心
Univ. Sports 

Centre

火車站
Train Station

賽馬會研究生宿舍
Jockey Club 

Postgraduate Hall

馮景禧樓
Fung King-hey 

Bldg
聯合書院

United College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聯合書院
United College

大學行政樓
Univ. Admin 

Bldg

逸夫書院
Shaw College

邵逸夫堂
Sir Run Run 
Shaw Hall

大學體育中心
Univ. Sports 

Centre

康本國際學術園
Yasumo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rk

火車站
Train Station

三、四苑
Residences 

3 & 4

三、四苑
Residences 

3 & 4

陳震夏宿舍
Chan Chun Ha 

Hostel

聯合苑
United College 
Staff Residence

十五苑
Residence 15

大學行政樓
Univ. Admin 

Bldg
善衡書院

S.H. Ho College

邵逸夫堂
Sir Run Run 
Shaw Hall

大學體育中心
Univ. Sports 

Centre

火車站廣場
Piazza, Train Station

逸夫書院
Shaw College

康本國際學術園
Yasumo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rk
39區

Area 39
十五苑

Residence 15
聯合苑

United College 
Staff Residence

陳震夏宿舍
Chan Chun Ha 

Hostel
逸夫書院
Shaw College

三、四苑
Residences 

3 & 4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火車站
Train Station

大學行政樓
Univ. Admin 

Bldg

善衡書院
S.H. Ho College

聯合書院
United College

馮景禧樓
Fung King-hey 

Bldg

敬文書院
C.W. Chu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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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班次 途經

  N 7:00 pm  – 11:30 pm 逢00*、15、30和45分開出

* 逢00分開出之班次將途經賽馬會研究生宿舍

路線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班次 途經

  H
8:20 am – 9:40 am
10:00 am – 11:20 pm

於8:20、9:00 和 9:40 am 開出
逢00 

#、20和40分開出

於學期內（即9月至5月），在假期最後一天之8:00 pm – 11:20 pm
時段，每隔10 – 15分鐘開出一班。
# 逢00分開出之班次將途經39區。

校內尚設有穿梭小巴服務，每程收費$5，班次及路線詳見︰ 
www.cuhk.edu.hk/transport_unit/timetable_IV.pdf。

私人車輛

大學訪客如欲駕車進入校園，須於校門保安組站崗處（設於
大埔道之中文大學正門、崇基學院正門，以及科學園路之校園
東面入口）領取計時泊車票，並於離校時繳費，如獲到訪部門
或住戶簽發認可證，得予豁免徵費。

教職員及大學成員等如欲申請校園泊車証及泊車券，請到保
安組辦理，查詢︰3943 8639 / 3943 8640 / 3943 8645，網
址︰www.cuhk.edu.hk/security_unit/cLabel.html。

交通網絡

http://www.cuhk.edu.hk/transport_unit/timetable_IV.pdf
http://www.cuhk.edu.hk/security_unit/cLab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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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班次 途經

  N 7:00 pm  – 11:30 pm 逢00*、15、30和45分開出

* 逢00分開出之班次將途經賽馬會研究生宿舍

路線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班次 途經

  H
8:20 am – 9:40 am
10:00 am – 11:20 pm

於8:20、9:00 和 9:40 am 開出
逢00 

#、20和40分開出

於學期內（即9月至5月），在假期最後一天之8:00 pm – 11:20 pm
時段，每隔10 – 15分鐘開出一班。
# 逢00分開出之班次將途經39區。

校內尚設有穿梭小巴服務，每程收費$5，班次及路線詳見︰ 
www.cuhk.edu.hk/transport_unit/timetable_IV.pdf。

私人車輛

大學訪客如欲駕車進入校園，須於校門保安組站崗處（設於
大埔道之中文大學正門、崇基學院正門，以及科學園路之校園
東面入口）領取計時泊車票，並於離校時繳費，如獲到訪部門
或住戶簽發認可證，得予豁免徵費。

教職員及大學成員等如欲申請校園泊車証及泊車券，請到保
安組辦理，查詢︰3943 8639 / 3943 8640 / 3943 8645，網
址︰www.cuhk.edu.hk/security_unit/cLabel.html。

步行路線

中文大學佔地為全港大學之冠，花木繁茂，山水相依。喜歡安
步當車者，可參考第20頁之步行路線。2012至13年，校園擴
建工程將相繼完成，並提供更多四通八達的捷徑、行人徑、天
橋、扶手電梯、高速升降機，乃至單車徑，啟用日期請留意大
學公告。

交通網絡

火車站
Train Station

逸夫書院
Shaw College

火車站
Train Station

三、四苑
Residences 

3 & 4

三、四苑
Residences 

3 & 4

聯合苑
United College 
Staff Residence

十五苑
Residence 15

大學行政樓
Univ. Admin 

Bldg
善衡書院

S.H. Ho College

邵逸夫堂
Sir Run Run 
Shaw Hall

大學體育中心
Univ. Sports 

Centre

逸夫書院
Shaw College

十苑
Residence 10

39區
Area 39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聯合書院
United College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聯合書院
United College

*賽馬會研究生宿舍
Jockey Club 

Postgraduate Hall

大學體育中心
Univ. Sports 

Centre

邵逸夫堂
Sir Run Run 
Shaw Hall

39區
Area 39

逸夫書院
Shaw College

三、四苑
Residences 

3 & 4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聯合書院

United College

三、四苑
Residences 

3 & 4

聯合苑
United College 
Staff Residence

十五苑
Residence 15

逸夫書院
Shaw College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賽馬會研究生宿舍
Jockey Club 

Postgraduate Hall

大學行政樓
Univ. Admin 

Bldg
善衡書院

S.H. Ho College
聯合書院

United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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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聯絡電話

大學總機
 3943 7000 / 3943 6000，或內線0
 8:30 am – 6:00 pm（星期一至五） 

保安組控制中心
 3943 7999 / 3943 7997（全日24小時）
 www.cuhk.edu.hk/security_unit
 security_unit@cuhk.edu.hk

颱風消息詢問處
 內線0
 8:00 am – 6:00 pm
 3943 8899
 8:45 am – 5:30 pm（星期一至四）

8:45 am – 5:45 pm（星期五） 

交通組
•  八號颱風警告訊號發出後一小時內仍然辦公； 

八號颱風警告訊號除下後恢復辦公。

 3943 7992 / 3943 7990
 www.cuhk.edu.hk/transport_unit
 transport_unit@cuhk.edu.hk

遇 上 意 外或 緊 急事 故，請 保持 鎮 定，召援可 致 電
3943 7999 保安組。

若需醫療護理，

• 於辦公時間，可致電 3943 6423 大學保健處；或

• 逕赴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或

• 撥999召救護車，清楚說出姓名和所在地點，並致電 
3943 7999 通知保安組，保安巡邏車可帶領救護車
到達正確地點，且配備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
器，可即場施救。

http://www.cuhk.edu.hk/security_unit
http://www.cuhk.edu.hk/transport_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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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站（北面出口）> 
1. 方潤華堂 > 2. 康本國際學術園（扶手電梯）> 3. 伍何曼原樓 
 （扶手電梯）> 4. 文質堂 > 5. 利樹培堂 > 6. 何善衡夫人宿舍 >

•往中央校園
7. 苗圃徑 > 8. 蒙民偉工程學大樓（升降機按9字）> 
9. 經天橋到何善衡工程學大樓 > 10. 經天橋到邵逸夫夫人樓

•往新亞書院
7. 陳震夏館 > 8. 利國偉堂 > 9. 五旬節會樓低座（升降機按 
4字）> 10. 經天橋到五旬節會樓高座 > 11. 李卓敏基本醫學 
大樓 > 12. 蒙民偉樓（升降機按8字）> 13. 樂群館梁雄姬樓 >  
14. 知行樓

大學站（西面出口）> 
1. 利黃瑤璧樓 > 2. 許讓成樓 > 3. 王福元樓 > 4. 何添樓 >   
5. 陳國本樓 > 6. 信和樓 > 7. 崇基教堂 > 8. 校友徑（崇基段）>

•往中央校園
☆ 9. 何善衡工程學大樓（升降機按5字）>  

10. 經天橋到邵逸夫夫人樓
☆ 9. 中藥園 > 10. 范克廉樓
☆ 9. 中藥園 > 10. 校友徑（中央校園段）> 11. 富爾敦樓

中央校園 > 1. 大學圖書館 > 2. 田家炳樓 > 

•往聯合書院
3. 李兆基樓（升降機按3字）> 4. 天橋 > 5. 曾肇添樓 >  
6. 胡忠多媒體圖書館 > 7. 張祝珊師生康樂中心

•往逸夫書院
3. 馮景禧樓 > 4. 梁銶琚樓 > 5. 第三至四苑 >  
6. 伍宜孫書院（興建中）> 7. 國楙樓高座 > 8. 國楙樓低座 >  
9. 逸夫書院大講堂



http://www.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