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年度逸夫書院學生宿舍宿位遴選辦法 

(第一次草擬) 

 

 

1. 名額分配： 

 

 1.1 特別名額： 中大學生會會長  1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總編輯    1 

    中大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台長    1 

    逸夫學生會會長 / 逸夫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主席  1 

    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 / 逸夫學生會代表會主席    2 

    逸夫節拍出版委員會總編輯  1 

    逸夫學生會走讀生舍堂委員會主席    1 

    運動員獎學金計劃   15 

                                      學業成績獎學金計劃  15 

    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常務幹事  2 

                                      逸夫學生會幹事會幹事  7 

    逸夫宿生會幹事會成員/逸夫宿生會臨政(執政學期)  30 

    來校交換生及非本地生  390 

    居住澳門、離島(東涌及愉景灣除外)及中國內地之香港居民   20 

    居住籠屋/板間房/天台建築物/木屋/鐵皮屋/艇戶之人士或傷健人士 10 

    上訴宿位(二年級或以上之本地生)  50 
         

    總額               547 

 

 1.2 名額分配： 

 

  非本地生(包括來校交換生)： 約 390 

  本地生(一年級)：   約 380 (包括上訴宿位) 

  本地生(二年級或以上)：  約 441 (包括上訴宿位及特別名額)  

        

2. 計分制度 

 

 2.1 課外活動 40分 

 2.2 居住環境 30分 

 2.3 居住地區    50分 

 2.4 於2016/2017 年嚴重犯宿規(如: 獲兩封由舍監發出的警告信)， 2017/2018 年度不得申請宿

位；普通犯規者(如：獲一封由舍監發出的警告信)，會扣取百分之十宿分 

2.5 2017/2018為三年級或以上，而從未入住宿舍之同學，可獲40分 (只適用於修續四年制或以

上之課程的同學) 



 2.1 課外活動（任期必須跨越2017年9月30日，最高40分，只計算兩項最高的分數） 
 

種類 分數 

(1) 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常務幹事 / 逸夫學生會幹事會幹事 30 

(2) 逸夫學生會迎新營籌委會主席（2017年暑假） 28 

(3) 

(4) 

(5) 

(6) 

(7) 

(8) 

(9)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民選委員 

中大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民選委員 

逸夫節拍編輯委員會委員 

逸夫院慶籌委會主席（2016至2017年度） 

逸夫里籌委會主席 （2016至2017年度） 

逸夫歌唱比賽籌委會主席（2016至2017年度） 

級社籌委會主席（2016至2017年度） 

24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逸夫院慶籌委會副主席 / 各部部主及部副（2016至2017年度） 

逸夫學生會迎新營籌委會副主席 / 各部部主及部副 / 大組長（2017年暑假） 

逸夫里籌委會副主席、各部部主及部副（2016至2017年度） 

逸夫歌唱比賽籌委會副主席、各部部主及部副（2016至2017年度） 

中大學生會 / 逸夫學生會 *屬下團體主席或會長 

中大校隊 

中大辯論隊 / 逸夫辯論隊 

中大學生會 / 逸夫學生會 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委員 

21 

(18) 

(19) 

逸夫學生會走讀生舍堂委員會委員 

中大學生會 / 逸夫學生會 代表會職員 
18 

(20) 中大學生會 / 逸夫學生會 代表會常設委員會主席 15 

(21) 

(22) 

(23) 

(24) 

(25) 

(26) 

逸夫院隊 

中大學生會 / 逸夫學生會 代表會代表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委任委員 

中大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委任委員 

在上一學年曾作全年交換生者 

中大學生會 / 逸夫學生會*屬下團體幹事 

12 

(27) 

(28)  

 

中大合唱團 

在上一學年曾作半年交換生者 8 

 

  *可納入計分制度的屬下團體或組織必須為2017年4月30日或之前已於中大學生會 / 逸夫學

生會註冊的單位。屬下團體包括: 院會, 系會, 屬會和認可會社。 

 

 

2.2 居住環境 (最高30分) 
 

2.2.1 住所類型 (最高15分) 

 

2.2.2 活動範圍 (以個人平均實用面積計算，最高15分）[ 1 平方米 = 10.76 平方呎] 

 

  分數 

(1) 公屋(80年或以前落成)(註:不包括已重建公屋，已重建的，則以重建落成年度計算) 15 

(2) 其他非公共房屋 (80年或以前落成)(包括居屋/各類宿舍/村屋) 13 

(3) 公屋(80年以後落成) 11 

(4) 其他非公共房屋 (80年以後落成)(包括居屋/各類宿舍/村屋) 9 

  分數 

(1) 24.9平方呎或以下 15 

(2) 25平方呎-49.9平方呎 12 

(3) 50平方呎-99.9平方呎 9 

(4) 100平方呎-149.9平方呎 4 

(5) 150平方呎或以上 0 



 

2.3 居住區域 （請參閱下表; 最高為50分） 

表內分數是參考 Google 地圖之最短行車時間計算出來。有鑑於某些偏遠地區交通工具車資差距較大，分

數已作適量調整。 

 

括號內為居住地區之編碼 

 

分

數 

新   界 九   龍 香   港 

6 火炭 (1106)      

8 大埔墟 (1108) 

沙    田 (1208) 

     

11 大埔村落(1111) 穗禾苑 (1211)     

12 馬鞍山 (1112)      

13 大  圍 (1113)  九龍塘 (2113)    

14 大埔市其他地區 

(1114) 

     

15    旺  角 (2115)    

16        

17 粉嶺 (1117)  黃大仙 (2117) 

 

樂  富   (2217) 

橫頭磡 (2317) 

  

18 小瀝源 (1118)   油麻地 (2118)    

19 汀角路 (1119) 

聯和墟(1219) 

上水 (1319) 

 
 

 

 紅  磡 (2119) 

石硤尾 (2219)  

尖沙咀西(連翔道

以西)  (2319) 

 

尖沙咀 (2419)  

彩虹/坪石 

(2519)  
黃埔 (2619) 

 

  

20 梨木樹邨 (1120)  大角咀 (2120)  

山谷道邨 (2220)  

竹園 (2320)  

鳳凰新邨 (2420) 

何文田 (2520) 

  

21   九龍灣 (2121) 

深水埗 (2221)  

長沙灣 (2321) 

新蒲崗 (2421) 

  

22 雍盛苑 (1122) 北區村落(沿沙頭

角公路) (1222) 

牛頭角 (2122) 

荔景 (2222) 

九龍城 (2322)  

 

  

23 象 山 邨 (1123) 

西沙公路沿線 

(1223) 

石圍角邨 (1323)     

24 葵 興 邨 (1124)  

葵 芳 邨  (1224) 

 大窩口 (2124) 

土瓜灣 (2224) 

 

  樂華邨  (2324) 

  彩雲 (2424) 

  彩輝 (2524) 

  

25  石蔭 (1125) 

石籬邨 (1225)  

安蔭邨 (1325) 

 順  緻 (2125) 

慈雲山 (2225) 

 

祖堯邨 (2325) 

  觀  塘 (2425) 

  

26 林村 (1126) 

 

荃灣西約 (1226) 

 北區村落(沿粉嶺

公  

 路) (1326) 

麗港城 (2126) 

德  田 (2226) 

 

 荔枝角 (2326) 

  藍  田 (2426) 

中環 (3126)  

27   茶果嶺 (2127) 

 

順  利 (2227) 

  麗瑤邨  (2327) 

  油  塘 (2427) 

 

堅  道 (3127) 

半山區 (3227) 

 

28 葵 涌 邨 (1128)  

 

葵盛 (1228) 順  天 (2128) 白田壩 (2228) 

藍  田 山 (2328) 

灣仔(寶雲道北) 

(3128) 

 

29   順  安 (2129)    

30  荃灣 (1130) 

 

  調景嶺 (2130) 銅鑼灣 (3130) 

 

上環 (3230) 

羅便臣道南 

(3330) 

31 青衣 (1131) 

荃灣路以南 

(1231) 

   將軍澳 (1331) 華景山莊 (2131) 鯉魚門邨 (2231) 

 

灣仔(寶雲道南) 

(3131) 

般咸道 (3231) 

 

32 翠濤閣 (1132)  寶琳 (1232)  

  坑口 (1332) 

 

秀茂坪 (2132) 

 

 西營盤 (3132) 

跑馬地 (3232) 

勵德邨 (3332) 

石塘咀 (3432) 

堅尼地城 (3532) 

33 荃灣麗城 (1133) 

 

   鰂魚涌 (3133) 

北角(寶馬山道北) 

(3233) 

興華     (3333) 

香港仔 (3433) 

黃竹坑 (3533) 



34 康盛花園 (1134) 

翠林村 (1234) 

 

  康城 (包括:   

  領都) (1334) 

    西灣河 (3134) 

  太古城 (3234) 

鴨脷洲 (3334)  

海怡半島 (3434) 

35  元朗 (1235)    北角(寶馬山道南) 

(3135) 

筲箕灣 (3235) 

杏花村 (3335) 

36 
 

文錦渡 (1136) 

 
 元朗郊 (1236) 

 

  柴灣 (3136) 

環翠 (3236) 

 

薄扶林(薄扶林道

與沙宣道交界以

北) (3336) 

 

37 新田 (1137) 

 

   深水灣 (3137) 耀東村 (3237) 

東熹苑 (3337) 

38  八鄉 (1138) 

打鼓嶺 (1238) 

沙頭角 (1338)  

 

  樂翠臺/ 康翠臺 

(3138) 

 

39 加洲花園 (1139)     山頂     (3139) 

 

華富村 (3239) 

摩星嶺 (3339) 

40       

41 洪水橋 (1141)    小西灣 (3141) 

 

薄扶林(薄扶林道

與沙宣道交界以

南) (3241) 

42 錦繡花園 (1142) 

天水圍 (1242) 

     

43 石崗 (1143) 

東涌 (1243) 

   數碼港 (3143) 

 

 

44 青龍頭 (1144) 

大欖/小欖 (1244) 

     

45 屯門市中心 

(1145) 
屏山 (1245) 

 

  西貢市 (1345) 

逸東邨 (1445) 

    

46  屯門其他地區 

(1146) 

藍地 (1246) 

 

    

47       

48 屯門碼頭 (1148) 

深井 (1248) 

黃金海岸 (1348) 

 

     

49 鹿頸 (1149) 

 錦田 (1249) 

   淺水灣 (3149)  

50 米埔 (1150) 

西貢其他地區 

(1250) 
廈村 (1350) 

流浮山 (1450) 

 

馬灣 (1550) 

元朗大棠 (1650) 

愉景灣 (1750) 

  石  澳 (3150)  

大浪灣 (3250)  

赤  柱 (3350) 

 

 
附註: . 包括: 雞公嶺之下 . 包括: 凹頭、錦田 

 . 包括: 元朗邨、朗屏邨、東頭工業區、水田村、水邊圍村 . 包括: 大窩口邨、福來邨、荃威花園、荃景花園 

 . 包括: 洪田、山背、鳳池村、永寧村 . 包括: 三聖邨、非屯門市中心、非屯門碼頭、非小欖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