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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活手冊 
(僅供參考, 請自行瀏覽各網站查閱最新安排及有關更新。) 

 
1. 天氣 

 
 

            六月至十月，平均氣溫為 30°C至 35°C，颱風雨季 
 

 
十一月至二月，氣溫大概是 10°C至 20°C，稍為乾燥 

 
           
三月至五月，平均氣溫為 20°C至 28°C，非常潮濕 
 

 
 

可瀏覽香港天文網頁以獲得最新天氣資訊：https://www.hko.gov.hk/contentc.htm  
 
 

課室冷氣可能稍凍，上課宜帶外套。 
 
 

2. 藥物 
 
 
香港藥房備有一般應急藥物，如你需要服用指定處方藥物或特定品牌藥物，應帶同足夠份
量來港。夏季時可備用驅蚊產品，如蚊怕水。 
 
 

 
 

3. 香港身份證 
 

11歲或以上並獲准在香港逗留超過 180天的新抵港人士，必須在抵港後的 30天內登記領取身份證。
新抵港人士首次登記領取身份證是免費的。 
 
因疫情關係，入境事務處電話及網上預約服務暫停。請自行參閱官方網站以了解最新安排。 

 

電話預約 2598 0888  

網上預約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hkic/bookregidcard.htm  

網頁 http://www.immd.gov.hk/ 

地址 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8 樓（港鐵灣仔站 A5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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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院校園 

 
灣仔校園：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一號 

 
 

伯大尼校園：香港薄扶林道 139號 

 
 

 
 
學院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及非教學期除外）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服務，往來灣仔及伯大尼校園。 
 

出發時間 路線 

1315 伯大尼校園 -> 灣仔校園 

1400 灣仔校園     -> 伯大尼校園 

1745 伯大尼校園 -> 灣仔校園 

1845 伯大尼校園 -> 灣仔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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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地交通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MTR)  香港演藝學院位於灣仔海旁，訪客可乘搭地下鐵路於金鐘或灣仔站下車，
兩站又以金鐘站的距離較近。  
鐵路行程指南：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jp/index.php   

城巴有限公司及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城巴&新巴) 

途經學院巴士路線：18, 18P, 18X, 40M, 590, 720, 720A, 720P, 722, 780, 
788, A12 
路線搜尋： 
https://mobile.nwstbus.com.hk/nwp3/index.php?golang=TC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途經學院巴士路線：936, 936A 
路線搜尋：http://search.kmb.hk/KMBWebSite/index.aspx?lang=zh-
hk  

 
 

6. 八達通 
 

八達通卡是一款非接觸式儲值卡，為用戶提供簡單又方便安全的付款方
式。八達通卡廣泛應用於零售商戶的小額交易及其他範圍，包括政府收
費隧道、泊車、住宅及商業大廈的門禁系統、學校設施及自助售賣機等。 
 
八達通網址：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index.html  
 

 
7. 手提電話服務 
 

香港主要手提電話服務供應商： 
 

3 https://www.three.com.hk/tc/home.html  

自由鳥 https://www.birdie.com.hk/mobile/mobile-plan-details/?lang=zh  

中國移動 
https://www.hk.chinamobile.com/tc/new_promotion/postpaid-
customers.html  

csl. https://www.hkcsl.com/tc/tariff-plans/  

數碼通 https://www.smartone.com/tc/mobile-service-plans/plans/  

Sun Mobile https://www.sunmobile.com.hk/plan/187.jhtml 

 
對電話騙案提高警覺！ 

 
近年，有學生被各種詐騙電話騙去金錢；如同學遇到懷疑騙案，應致電香港警方反詐騙協調中心二十
四小時電話諮詢熱線「防騙易 18222」。 
 
同學也應瀏覽香港警務處的電話騙案最新手法及警方忠告：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04_crime_matters/ccb/fst.php?msg_id=cct_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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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銀行戶口服務 

 
如你需要在香港開立銀行戶口，請準備以下文件。請瀏覽各銀行網站，以查閱申請是否需要其他文
件。 
 
• 學院入學通知信 
• 護照 
• 香港身份證 
• 同學所屬國家發出的身份證 
• 學院學生證 
• 香港住址證明 

 
 
9. 想念家人朋友？ 

 
你可能需要輔導幫手。輔導可以幫你舒緩個人負面情緒及處理各種個人問題。輔導亦可以幫你認識及
探索自己。如果你覺得需要幫忙，可以瀏覽以下網頁或者與學生輔導主任 Saro 或 Koen談談。 
 

 
Open 噏  
一個專為年青人而開拓的網上輔導平台，透過社交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
與年青人溝通，陪伴他們一起面對來自學業、家庭、朋輩相處、工作等引
致的情緒困擾。 
網址: https://www.openup.hk  
熱線: 9101 2012 
 
 

 
憂鬱小王子 
透過與《憂鬱小王子》同行的旅程，會有助年輕人更了解自己或親友的情緒
狀況，並學會妥善處理。 
網址： http://www.depression.edu.hk/b5/home.html  
 
 

輔導熱線 服務時間 電話號碼 

香港青年協會 - 關心一線 下午 2 時至零晨 2 時 (星期一至六) 2777 8899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4 小時 2389 2222 

社會福利署 24 小時 2343 2255 

 
 

學生輔導主任 

梁潔華女士 (Saro)   戴於澄女士 (Koen) 

 2584 8310  2584 8390 

 saroleung@hkapa.edu  koentai@hkapa.edu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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