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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簡介

自香港教育大學（前身為香港教育學院）於一九九四年成立以來，博文及社會
科學學院不斷迅速發展，同時經歷了重大轉變，積累了豐富的跨學科學術及研
究經驗。現時本院轄下共有六個學系，三個研究中心及一個研習中心；同時，
我們亦積極參與大學轄下的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

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著重提供教育及其他相關學科，矢志成為亞太地區的學術
先驅，以培育文行兼修、敬業愛生的教育工作者和提升教育素質的學術成就 
著稱。本院於學術及研究方面不斷發展，借着與其他區域性及國際性院校的緊
密聯繫，本院積極與亞洲、歐洲、澳洲及美國等地的著名院校開辦學士及以上
程度的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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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培育具愛心及國際視野的社會棟樑
進行研究以改善人類在全球的生活素質
促進跨學科研究及教學文化
推動社會的變革發展
參與國際性或區域性的協作交流以提升 
學術地位

策略性發展方向

發展多元化的學術課程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加強學術研究及發展
推廣國際性及區域性的發展
積極與社區及學校保持緊密聯繫
提供以學生為本的學習環境
確保學術素質達至國際水平

願景

卓越教學
提升研究水平
增值交流
富企業家精神

部門及中心

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心
大中華研究中心
香港教育大學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
粵劇傳承研究中心
跨學科及通識教育研習中心

學系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健康與體育學系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科學與環境學系
社會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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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061 
一年全日制

MA(EfS)

可持續發展教育 
文學碩士

課程簡介

本課程 MA(EfS)著重於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原理
和教學法（EfS）。它強調學科知識的探究、
創新的教學實踐、靈活的教學環境，並強調
以批判性的方法去思考及分析與可持續教育
相關的議題。其中部份科目將由澳洲墨爾本
皇家理工大學和拉籌伯大學的教授赴港任教。
歡迎來自不同學術領域的同學報讀本課程。

課程目的

1. 培養學生對環境的認知及教授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內容、 
方法、範疇和目的。

2. 以實證為本的研究結果發展學生專業教授技巧；鼓勵學生
應用和實踐專業知識，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及自我評估
能力。

3. 擴闊對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範疇。將可持續發展研究觀點至
香港伸延到中國以至國際。

4. 提升及鞏固現職專業人員於環境教育的就業機會，以及鼓
勵他們採取具環境可持續性的生活模式。

03 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学分  一年全日制

SES6020 可持續發展的學習 :概述 3 第一年 ; 第一学期

SES6021 環球與本地可持續發展教育的
問題

3 第一年 ; 第一學期

SES6022 EfS的教與學 3 第一年 ; 第一學期

SES6023 EfS的評估、理論與實踐 3 第一年 ; 第一學期

SES6024 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研究 * 3 第一年 ; 第二學期

SES6025 可持續的校園發展 3 第一年 ; 第二學期

SES6026 EfS論文寫作和研究 * 6 第一年 ; 第二學期

*由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和拉籌伯大学的教授任教

科目

同學必須修畢 7個核心科目

課程結構

入讀本課程之學生需以一年全日制修讀合共二十四個學分之科目。修讀學科時
間及地點由學院規定。學生或需於週末及假日上課，地點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大
埔校園、將軍澳教學中心或九龍塘教學中心。

學費

本課程為自資課程。全期學
費為港幣十二萬元正。所有
已繳交的學費不設發還或 
轉讓。

教學語言

本課程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入學要求

1.申請人需持有認可之學士學位或同等資格。入選申請者或
會被邀參加面試。

2.申請人需持有以英語授課之學士學位或同等資格證明。如
申請人擁有之學士學位並非以英語授教，則需符合下列其
中一項要求：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IELTS）取得 6 分或以上；或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或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
（GCE OL）英語科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或
托福考試（TOEFL）中取得 550 分（試卷 / PBT）或 80 
分（網上 / IBT）或以上；或
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取得合格（於二零零五
年六月後應考總分取得 430 分或以上）；或
其他同等成績。

(852) 2948 8972

曾寶強博士

maefs@eduhk.hk

(852) 2948 7676

www.eduhk.hk/maefs

MA 
(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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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054 / C2M005 
一年全日制 / 兩年兼讀制

MA(ME)

音樂教育文學碩士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為從事音樂專業人士提供一個穩固的音樂訓練基礎，
並滿足他們就相關的專業崗位於音樂教育上思維、研究和實
踐方面發展的需要。

課程目標

本課程的目標包括加強及深化學員於所選音樂範疇中的專業
才能，如作曲、演奏或研究；培養音樂實踐與教學法優勢互
補的協同作用；並協助學員發展創意及批判思維、研究與 
藝術實踐等技能並應用於音樂和音樂教育領域上。

單元 學分

主修科目（3 科目） 9

選修科目（5 科目） 15 

總共 24

類別 科目名稱（每科 3學分）

主修科目 音樂研究方法
從社會心理學之視覺
看音樂與藝術
畢業專題

選修科目 
[選讀其中 5科 ]

香港的藝術管理
指揮及演奏領導技巧
作曲教學法
當代音樂教育與研習
當代音樂分析
爵士樂風格與教學應用
演奏教學與研習
演奏心理及教學
文化生態和藝術傳播
專題研討
演奏風格研究與實踐
現代音樂技巧與風格

課程結構

入讀本課程之學生需以一年全日制修讀合共
二十四個學分之科目，分為兩個學習領域 :

所有參加者必須修讀主修科目（9學分）及 
其中 5個選修科目（15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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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墨爾本大學音樂學院 
合辦雙碩士學位

本課程學員將有機會參與澳洲墨爾本大學 
音樂學院演奏學碩士課程之學分互認安排以
修取雙碩士學位。

入學及申請

本課程每年 9 月入學。每年由一月上旬至 
三月下旬接受網上申請。申請文件包括填妥
的申請表格，以往的學術證明文件及其他 
任何相關的資格證明。

www.eduhk.hk/ccawww.eduhk.hk/mame 

教學語言

本課程主要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部分以粵語輔助教學）。

入學要求

1.持有認可的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入選申請者或會被邀參
加面試。

2.申請人需持有以英語授課之學士學位或同等資格證明。如
申請人擁有之學士學位並非以英語授教，則需符合下列其
中一項要求：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IELTS）取得 6 分或以上；或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或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
（GCE OL）英語科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或
托福考試（TOEFL）中取得 550 分（試卷 / PBT）或 80 
分（網上 / IBT）或以上；或
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取得合格（於二零零五
年六月後應考總分取得 430 分或以上）；或
其他同等成績。

注：持有本港專上學院頒發的學士學位的申請人可獲豁免。

學費

本課程為自資課程。全期學費為港幣十二萬元正。所有已繳
交的學費不設發還或轉讓。

獎學金

獎學金將會頒予該入學年度於學術及音樂表現傑出的申請人。
詳情及申請表請瀏覽：

http://www.eduhk.hk/mame/MAME_Music_
scholarship_application.pdf

(852) 2948 7139  
(852) 2948 8410 

Dr. Matthew Doran THIBEAULT

mame@eduhk.hk

MAME 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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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085 / C2M007 
一年全日制 / 兩年兼讀制

MA(MP)

數學及教學文學碩士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加深及強化學員
的數學知識，幫助他們從高
角度認識數學的學與教。課
程同時讓學員了解不同環境
中的創新課堂教學技巧，提
升他們批判思維的能力，成
為一個懂得自我反思的教育
工作者。

教学模式

本課程揉合不同的教學模式，
包括面授、電子學習及自主
學習。教學語言以英文為主，
並輔以中文講解，讓學員於
不同語文環境中，接觸數學
的學與教，以迎合不同學校
的實際需要。

以上各科目及內容僅供參考，必要時會有所調整。

課程結構

本課程共有 24個學分。學員可選擇以「一年全日制」或 
「兩年兼讀制」，修畢整個課程。

科目名稱 学分  

數學科（四科必修課）  
Mathematical Studies (4 core courses) 
代數及數論 
(Algebra and Number Theory)
基礎幾何學
(Foundations of Geometry)
概率與統計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微積分與數學建模
(Calculus an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12

數學教學法（四科必修課） 
Pedagogy in Mathematics (4 core courses)
數學教學設計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Mathematics)
運用科技於數學教學 : 以探究取向為本 
(Technology for Mathematics Teaching:  
an Inquiry Approach)
數學思維與評估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Assessment)
數學史的教與學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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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948 8221 (王文俊先生 )

文耀光博士

(852) 2948 7726

mit@eduhk.hk (一般查詢 )  
ykman@eduhk.hk (學術查詢 )

學費

本課程為自資課程。全期學費為港幣十二萬
元正。所有已繳交的學費不設發還或轉讓。

入學要求

1.申請人須持有由認可大學頒授的本科學士
學位（非主修數學為佳）或同等學歷，並
具備香港高級補充程度或香港中學文憑試
4級或以上的數學能力 *（或同等學歷） 。
本課程適合現職數學教師及有志成為數學
教師的人士修讀。

2.申請人需持有以英語授課之學士學位或同
等資格證明。如申請人擁有之學士學位並
非以英語授教，則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要求：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IELTS）取得 6 分或以
上；或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或普通教育文
憑普通程度（GCE OL）英語科取得 C 級
或以上成績；或
托福考試（TOEFL）中取得 550 分（試卷 / 
PBT）或 80 分（網上 / IBT）或以上；或
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取得合格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後應考總分取得 430 
分或以上）；或
其他同等成績。

*申請人如在修讀學士學位或前師範學院課程期間，曾修
讀數學或數學相關科目，其申請亦會獲考慮。

www.eduhk.hk/mampwww.eduhk.hk/mit 

MIT M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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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095 / C2M028 
一年全日制 / 兩年兼讀制

MA(STEM Ed)

STEM 教育文學碩士

課程簡介

本課程 MA(STEM Ed)為研究生教育課程，主
要目的是為大學畢業生和在職教師進階至碩
士學位學歷，成為 STEM教育的領導者和具
備相關才能的人員。本課程由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與環境學系提供，以拓寬教學團隊的專
業知識，擴大課程涵蓋的範圍及突出跨學科
合作在 STEM教育中的重要性。

課程結構

入讀本課程之學生需以一年全日製或兩年兼讀制修讀合共
二十四個學分之科目。每周平均需要參與兩至四節課堂（視
乎學習模式而定）。修讀學科時間及地點由大學規定。學生
或需於週末及假日上課，地點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大埔校園、
將軍澳教學中心或九龍塘教學中心。

課程科目

本課程包括六個核心科目和兩個選修科目。

科目名稱 学分  

六個核心科目 18

兩個選修科目 6

總共 24

核心科目 学分  

STEM教育：理論和課程觀點 3

科學探究和工程設計 3

STEM教育中的科技 3

發展 STEM的創造力和創意 3

編碼和運算思維 3

STEM教育研究的原理和方法 3 

總共 18

選修組一（二選一） 学分  

小學 STEM課程的教學和評估 3

中學 STEM課程的教學和評估 3

選修組二（二選一） 学分  

研究論文 3

實習 3

課程目的

促進對 STEM教育的全面理解 ;
通過課程整合和綜合學習，培養推展 STEM
教育的能力 ;
裝備參加者在應用科技和工程設計方面解
難的知識和技巧 ;
啟發參加者在教學方面的知識，學習設計
綜合性 STEM教育的指引和評估 ;
發展領導才能，培養創新精神，促進以學
校為基礎的 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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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

本課程為自資課程。全期學費為港幣十二萬
元正。所有已繳交的學費不設發還或轉讓。

教學語言

本課程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入學要求

1.申請人一般須持有認可大學頒授的本科學士學位（或同等
資歷）。

2.申請人需持有以英語授課之學士學位或同等資格證明。如
申請人擁有之學士學位並非以英語授教，則需符合下列其
中一項要求：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IELTS）取得 6 分或以上；或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或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
（GCE OL）英語科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或
托福考試（TOEFL）中取得 550 分（試卷 / PBT）或 80 
分（網上 / IBT）或以上；或
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取得合格（於二零零五
年六月後應考總分取得 430 分或以上）；或
其他同等成績。

3. 入選申請者或會被邀參加面試。

(852) 2948 8241 
(852) 2948 6438

陳文豪博士

chanmh@eduhk.hk 
mastem@eduhk.hk

(852) 2948 7676

www.eduhk.hk/mastem

MA 
(STEM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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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098 
一年全日制 

MA(VAECP)

視覺藝術教育與 
創意實踐文學碩士 

必修科目 学分  

當代數碼應用 3

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方法 3

藝術實踐的研究方法 3

獨立項目 6

總共 15

選修科目 (選擇三項 ) 9学分  

當代藝術實踐及評論 3

合作式藝術創作實踐 3

視覺藝術獨立研究 3

藝術評論與博物館體驗 3

香港藝術管理 3

課程結構

本課程為一年全日制，入讀本課程之學生需
修讀合共二十四個學分之科目， 包括四個合
共十五個學分之必修科目和三個合共九個學
分之選修科目。詳情如下：

(此課程的開課日期為 2020/21學年 )

課程簡介

在主流的教育機構中，以至在整體的教育層面，視覺藝術教
育環境正在急速地變化。在許多不同因素的驅動下，為現有
的藝術教師、講師、教育工作者和創意從業員帶來了新的挑
戰和新遇。本課程 MA(VAECP)是一個獨特而具有前瞻性、集
結了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CCA）的學術和專
業知識的課程。課程設計體現了大學的專科知識，以及對香
港教育環境和當代國際創意藝術教育方法的理解。課程鼓勵協
作和跨學科的學習和研究方法，這具前瞻性的課程將為學生
未來在視覺藝術、視覺藝術教育和相關領域的職業作好準備。

課程目的

a. 在不斷擴大和迅速變化的創意藝術和藝術教育的大環境下，
為學生作好於視覺藝術、視覺藝術教育和相關領域的職業
準備 ;

b. 為藝術創意發展、交流和跨學科等方向提供專業水平的藝
術和教育實踐機會，促進合作，激發創業和創新，及 ;

c. 讓學生培養歷史、文化、哲學、美學和教學法的先進知識，
以支持他們日後投身特定職業。

11 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科目

本課程 MA(VAECP)以大學的「超越教育」的理念為基礎，計
劃和發展促進多學科學習。本課程旨在為新數碼時代的藝術
教育與藝術創作、實踐之間提供獨特的探索。探索這些學科
之間的理論和實踐聯繫，為學生提供新的靈活技巧，以及讓
他們在急速變化的就業和專業實踐領域中獲得成長中所要的
可轉移知識。

教學語言

本課程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入學要求

1.申請人一般須持有認可大學頒授的學士學位（或同等 
資歷）。

2.申請人需持有以英語授課之學士學位或同等資格證明。如
申請人擁有之學士學位並非以英語授教，則需符合下列其
中一項要求：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IELTS）取得 6 分或以上；或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或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
（GCE OL）英語科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或
托福考試（TOEFL）中取得 550 分（試卷 / PBT）或 80 
分（網上 / IBT）或以上；或
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取得合格（於二零零五
年六月後應考總分取得 430 分或以上）；或
其他同等成績。

3. 入選申請者或會被邀參加面試。

學費

本課程為自資課程。全期學費為港幣十二萬
元正。所有已繳交的學費不設發還或轉讓。

https://www.eduhk.hk/gradsch/pg_prospective/ma-in-
visual-arts-education-creative-practice-mavaecp.html

(852) 2948 7068  
(852) 2948 7139

洪強博士

hungkeung@eduhk.hk 
mavaecp@eduhk.hk

(852) 2948 7073 

MA 
(VA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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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096 
一年全日制

MIRD

國際關係及發展碩士

課程簡介

本課程教授學生以定量和定性評估技巧研究
國際關係及發展相關的議題，包括了解國際
關係、政治經濟學、全球經濟趨勢、風險和
模式等。除一般課堂學習外，本課程亦提供
海外實地考察的機會，讓學生親身體驗國際
間發展對地區性社會帶來之經濟、社會等方
面的影響。

課程目的

本課程旨在透過課堂學習、海外實地考察、
參觀本地機構、邀請業界知名人士進行交流
等活動，在教授學生有關國際關係及發展的
專業知識外，同時訓練學生批判性思考及解
難能力、提高學生英語能力及開拓學生國際
視野，使學生畢業後能勝任政府、民間社會
組織和私營機構等相關職位。

課程結構

入讀本課程之學生須於一年內修畢合共
二十四個學分之科目。

單元 学分  

必修課 12

選修課 12

總共 24

必修科目 12学分  

跨學科研究方法 3

政治經濟學發展： 
主題、問題與趨勢

3

亞洲的外交與國際安全政治 3

公共政策及管治：過程與技術 3

選修科目 12学分  

大中華地區和東北亞國家的發展 3

制度與國際關係 3

亞洲城市與區域發展 3

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與公民社會 3

發展中社會的公共衛生 3

性別與發展 3

體驗發展中社會：實地考察 3

國際發展論文寫作與研究論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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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語言

本課程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學費

本課程為自資課程。全期學費為港幣十二萬
元正。所有已繳交的學費不設發還或轉讓。

入學要求

1.申請人一般須持有認可大學頒授的學士學位（或同等 
資歷）。入選申請者或會被邀參加面試。

2.申請人需持有以英語授課之學士學位或同等資格證明。如
申請人擁有之學士學位並非以英語授教，則需符合下列其
中一項要求：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IELTS）取得 6 分或以上；或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或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
（GCE OL）英語科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或
托福考試（TOEFL）中取得 550 分（試卷 / PBT）或 80 
分（網上 / IBT）或以上；或
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取得合格（於二零零五
年六月後應考總分取得 430 分或以上）；或
其他同等成績。

(852) 2948 6492 
(852) 2948 7845

張志健博士

mird@eduhk.hk

(852) 2948 7461

https://www.eduhk.hk/aps/programme/master-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evelopment

M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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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082  
一年全日制

MPPM

公共政策及管理碩士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為在職專業人員、政策實踐者和
未來的公共領導者提供政策分析和評估、組
織分析、管理、戰略溝通、項目分析、公共
治理、公共部門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和發展
等各方面的技能。學生可從三個特定的專業
方向中選修科目。

本課程亦為學生提供在香港公營和私營機構，
以至非牟利團體和社會企業的實習機會。同
時，本課程設立獎學金予優秀的學生，致力
於培訓學生勝任不同界別，如：教育界、衛
生界、社會福利界等工作。

課程目的

本課程旨在豐富學生在亞洲，特別是大中華地區的公共政策
和管理方面的學術知識、理論實踐和批判性判斷，從而深入
了解本地和國際的公共和社會政策與管理。

課程結構

入讀本課程之學生須於一年內修畢合共二十四個學分之科目。

單元 学分  

必修課 12

選修課 12

總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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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語言

本課程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入學要求

1.申請人一般須持有認可大學頒授的學士學
位（或同等資歷）。入選申請者或會被邀
參加面試。

2.申請人需持有以英語授課之學士學位或同
等資格證明。如申請人擁有之學士學位並
非以英語授教，則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要求：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IELTS）取得 6 分或
以上；或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或普通教
育文憑普通程度（GCE OL）英語科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或
托福考試（TOEFL）中取得 550 分（試
卷 / PBT）或 80 分（網上 / IBT）或以上；
或
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取得合
格（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後應考總分取得
430 分或以上）；或
其他同等成績。

(852) 2948 7115  
(852) 2948 7845

蓮娜 韋亞斯博士

mppm@eduhk.hk

(852) 2948 7461 

必修科目 12学分  

政策分析及評估研究方法
公共政策及管治：過程與技術
戰略溝通
組織行為與發展

科目

學生可以從三個特定的專業方向中修讀其一，成績報告表會
註明該修讀的專業方向；或者從三個專業方向中跨方向修讀
科目，成績報告表則不會註明任何修讀的專業方向。

選修科目 12学分  

專業方向一：管治及公共管理 
學生可獲得最新的公共管理和公共部門改革的知識。如：
透過現存的理論問題、實證研究和有效應用，學生能對公
共組織中有效的領導和管理獲得全面了解。
公共財政管理
亞洲公共行政及管理
公共政策評估及影響分析
人力資源管理
國際公共管理
規制及管治
環境政策與管治
實習

專業方向二：社會政策
學生可獲得亞洲社會政策體系的知識，從而啟發他們設計
創新的社會保障機制，改善人類福祉。
社會服務管理
社會保障
比較衛生政策
社會政策與人口老化
貧困、不平等與社會政策
實習
大中華及亞洲比較社會政策

專業方向三：高等教育政策及管理 *
學生可了解不斷變化的高等教育面貌、行業挑戰、變革 
因素，以及比較公共事務的管治和管理。
高等教育政策與管治高級研討會
全球環境下的大學管理：政策及戰略
質量保證、危機管理及管治
大中華及亞洲比較社會政策
大中華及亞洲的教育和社會
第三產業的教育領導力 
實習

* 須待最後審批

學費

本課程為自資課程。全期學費為港幣十三萬
五千元正。所有已繳交的學費不設發還或 
轉讓。

MPPM

www.eduhk.hk/aps/programme/master-of-public-
policy-and-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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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093 / C2M026 
一年全日制 / 兩年兼讀制

MSocSc(GHKS)

全球香港研究 
社會科學碩士

課程特色

學生修讀本課程能深入認識香港的發展進
程，探究香港與國際社會的緊密交往，有
助學生畢業後在香港或鄰近地區發展事業；

唯一課程運用多個學科知識和研究方法
（包括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
等）探索、分析香港與世界的互動關係，
培育學生的全球視野；

畢業生就業空間廣闊，透過本課程獲得知
識與技能，將適用於廣泛類型之職業，包
括：政府部門、智庫、大眾傳播媒體、教
育機構、非政府組織以  及私營企業；

畢業生將有能力攻讀博士學位，或另一碩
士學位，可銜接之學科領域非常多元：從
中國研究至香港研究；從全球研究至社會
學、政治學等專業學科；從跨學科研究至
專科研究型學位等等；

所有科目皆以英語授課。加強學生的英語
能力及競爭力。

課程結構

入讀本課程之學生需以一年全日製或兩年兼讀制修讀合共
二十四個學分之科目。每科目 3學分，包括：

核心科目 修讀學期 核心科目 修讀學期

從區域研究到
全球研究

第一學期 全球經濟下的
香港

第二學期

全球香港研究
的方法學

第一學期 香港社會： 
移民與家庭

第二學期

本地與全球背
景中香港歷史

第一學期 全球化與 
世界宗教

第二學期

香港政治發展 第一學期 城市規劃、 
持續發展及 
香港的社會 
經濟地理

第二學期

選修科目 * 可修讀學期

香港與中國的教育社會議題 第二學期

香港警務應對全球及跨境犯罪 第二學期

本課程提供兩個修讀方案供學生選擇。學生修畢二十四個 
學分之科目，方可畢業：

科目組成 學分

所有 8 個核心科目
或  
6-7 個核心科目及 1-2 選修科目 *

24

總共 24

1. 授課式修業 ，需修畢 8 個科目。

科目組成 學分

從區域研究到全球研究 3

全球香港研究的方法學 3

其餘 6 個核心科目中 4 個 12

研究論文 6

總共 24

2. 選擇撰寫研究論文，可免修 2 個核心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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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

本課程為自資課程。全期學費為港幣十二萬
元正。所有已繳交的學費不設發還或轉讓。

入學要求

1.申請人一般須持有認可大學頒授的學士學
位（或同等資歷）。入選申請者或會被邀
參加面試。

2.申請人需持有以英語授課之學士學位或同
等資格證明。如申請人擁有之學士學位並
非以英語授教，則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要求：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IELTS）取得 6 分或
以上；或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或普通教
育文憑普通程度（GCE OL）英語科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或
托福考試（TOEFL）中取得 550 分（試
卷 / PBT）或 80 分（網上 / IBT）或以上；
或
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取得合
格（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後應考總分取得
430 分或以上）；或
其他同等成績。

育才獎學金

本校設有多項優厚獎學金，根據學生的學業
成績（也會考慮其他非學業成就）而頒發。

www.eduhk.hk/sscwww.eduhk.hk/mssghks 

(852) 2948 7707 
(852) 2948 6886

(852) 2948 8018 

jclee@eduhk.hk

SSCMSSGH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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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097 / C2M029 
一年全日制 / 兩年兼讀制

MSocSc(SCM)

運動教練及 
管理社會科學碩士

課程簡介

本課程 MSocSc(SCM)是為計劃從事與體育教練和管理相關工
作的學生而設。作為碩士研究生課程，申請人必須具備體育相
關科目的基本知識，或至少在一項運動上有出色的表現。

課程目的

本課程 MSocSc(SCM)將為學生提供體育教練和管理方面的相
關知識和實踐經驗，包含各種相關的基本元素，例如體育科
技、績效分析、撰寫經費申請方案的基本技能，以及體育產
業的趨勢和發展、營銷策略等。本課程畢業生將可從事針對
不同類型體育人群（包括社區居民以至專業運動員）的教練
或管理工作。本課程可提高學生的教練和管理能力，並成為
訓練有素的專業工作人員，以滿足日益迫切的社區需要及改
善人民健康。

課程重點

運動產業的體驗式學習
與體育相關產業高級管理人員對話及交流
商業導向
全額獎學金支援精英運動員

課程結構

入讀本課程之學生需以一年全日製或兩年兼
讀制修讀合共二十四個學分之科目。其中，
學生必須完成四個核心科目（合共十二個學
分）。除核心科目外，學生還可選擇四個選
修科目（合共十二個學分）或一個選修科目
（三個學分）加上一份碩士論文（合共九個
學分）。

一年全日制 / 兩年兼讀制

4 核心科目 + 
4 選修科目  
或  
1選修科目和 1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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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科目

4個核心科目為學生提供與體育教練和管理相
關的知識和技能。為加強學生在不同領域的
知識，目前提供了 6個選修科目，供學生選
擇完成課程。

撰寫碩士論文的學生，將在一名導師的指導
下，完成體育教練和管理相關的研究論文。

教學語言

本課程以英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

學費

本課程為自資課程。全期學費為港幣十二萬元正。所有已繳
交的學費不設發還或轉讓。

核心科目 学分  

體育行政與管理領導 3

體育教練與管理研究方法論 3

體育教練的理論與實踐 3

體育產業的體驗式學習 3

總共 12

選修科目 学分  

體能和損傷預防 3

體育教練和管理的現狀與趨勢 3

運動表現與心理準備 3

運動表現相關生理學和營養學 3

體育營銷和商業管理 3

體育政策與發展 3

論文

碩士論文 9

(852) 2948 7153  
(852) 2948 7854

孫風華博士

mssscm@eduhk.hk

(852) 2948 7848 

入學要求

1.申請人一般應持有認可的體育或相關學科學士學位 ;或 本
地 /地區 /國家級精英運動員持有認可學士學位或其他同等
學歷 ; 和

2.申請人需持有以英語授課之學士學位或同等資格證明。如
申請人擁有之學士學位並非以英語授教，則需符合下列其
中一項要求：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IELTS）取得 6 分或以上；或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或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
（GCE OL）英語科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或
托福考試（TOEFL）中取得 550 分（試卷 / PBT）或 80 
分（網上 / IBT）或以上；或
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取得合格（於二零零五
年六月後應考總分取得 430 分或以上）；或
其他同等成績。

3. 合資格申請者可能需要參加面試。

注 1 : 不符合大學英語語言要求的地區 /國家精英運動員可基於個人資歷擇優
錄取，但獲錄取者必須在修讀期間額外完成大學語言教育中心（CLE）
提供的英語強化課程（相關費用自理），以符合畢業要求。

注 2 : 通過注 1入學的申請人數量上限為總收生人數的 15％。

MSocSc 
(SCM)

https://www.eduhk.hk/gradsch/pg_
prospective/msocsc-in-sports-coaching-

management-msocscsc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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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P014 / C2P035 
一年全日制 / 兩年兼讀制

PGDE(P)

學位教師教育 
深造文憑 (小學 )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為未接受師資培訓的大學畢業生提
供專業訓練，使他們成為稱職及具自信心的
香港小學教師。課程讓學員掌握小學教師應
有的專業知識、技能和教學態度，並使學員
了解終生學習的重要性及作為專業教師應負
的責任。

科目名稱 學分

教學科目研習一 – 學科教學法 3

教學科目研習二 – 學科教學法 3 

教育研習 12

選修研習  6-9

學校體驗 6

課程結構

本課程設有兩種授課模式，包括一年全日制
及二年兼讀制。本課程由多個學科科目組成，
學員須修讀三十至三十三個學分。修讀全日
制的學員一般須於星期一至六的日間上課，
部分課堂可能設於晚上。修讀兼讀制的學員
一般須於平日晚間及星期六全日上課。上課
地點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大埔校園、將軍澳教
學中心、九龍塘衛星中心或運動中心。本課
程包括迎新活動及以下內容：

教學科目研習

教學科目研習著重小學課程、小學科目教學法及學科特性的
培訓。學員將修讀兩個教學科目研習 : 教學科目研習一及教學
科目研習二。教學科目研習一乃學員於學士學位課程中修讀
的有關科目，教學科目研習二為學員所選擇的另一任教科目。
不懂中文的學員只能修讀英文教學科目研習一，不可修讀教
學科目研習二。修讀數學為教學科目研習一的學員，可選擇
是否選修教學科目研習二。

在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學年，本課程將開設以下的教學科目
研習一及二，惟本校會因應需求而決定會否開辦部分科目：

中文
英文（單一教學科目研習）
常識
資訊科技（只適用教學科目研習二）
數學（單一教學科目研習或修讀教學科目研習一和二）
音樂（只適用全日制課程）
體育
普通話
特殊需要（只適用全日制教學科目研習二及兼讀制教學科
目研習一和二）
視覺藝術（只適用全日制課程教學科目研習一）

沉浸課程

本校為全日制選擇英文或普通話為教學科目研習一的學員提
供必修的沉浸課程，以提升學員的英文或普通話水平。有關
詳情將於本課程開課後由有關學係向學員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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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科目研習二的入學要求

教學科目 
研習二

最低入學要求

中文 於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考
獲 E級，或於香港中學文憑試
中國語文科考獲第 3級別，或
同等學歷

常識 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中，科學或
社會科學考獲第 3級別 ; 或於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科學、 
社會科學或人文學考獲 E級 ; 
或同等學歷

資訊科技 於香港中學會考中，電腦科、
資訊科技科、電腦與資訊科技
科或數學科考獲 E級 ; 或於香
港中學文憑試中，資訊及通訊
科技科或數學科考獲第 3級別 ; 
或同等學歷

數學 於香港中學會考數學科考獲 E
級，或於香港中學文憑試數學
科考獲第 3級別，或同等學歷

音樂 科目考試考獲滿意成績

體育 於香港中學會考體育科考獲 D
級，或於香港中學文憑試體育
科考獲第 3級別，或同等學歷 ; 
或科目考試考獲滿意成績

普通話 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教師語文
能力評核 (普通話教師語文能力
評核 )考獲第三級別 ; 或於國家
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
準測試考獲二等乙 ; 或於 2008
年或以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普
通話高級水平測試考獲合格

特殊教育
需要

於香港中學文憑試最少一科考
獲第 3級別，或於香港高級程
度會考最少一科考獲合格，或
同等學歷

入學要求

申請人一般須：

1.持有認可的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而其在大學主修的學科
須與擬報讀的教學科目研習一 *有關；

2. 在適用的情況下，於入學面試、科目考試、或語文考試取
得及格成績；及

3. 為本地在職小學教師（只適用二年兼讀制課程）

*1. 申請人的大學學位如非主修英文，亦歡迎申請報讀本課程的英文教學科目
研習一。

*2. 常識學科申請人，一般應持有與《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中的六個學習範
疇相關的學士學位。申請者如持有以下學士學位將會優先考慮。
i） 科學（如：物理、化學、生物學 ; 或其他專業領域，包括生物化學、環 
 境科學、應用科學）；
ii） 社會科學（如：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公共管理學、政策研究學、   
 地理學、社會工作等）；
iii） 人文學（如：歷史）；
iv） 電腦與資訊科技 ；及
v） 教育（包括主修教育專題學習相關的學科）
申請人若未持有上述相關學士學位，但符合常識教學科目研習二的最低入
學要求，亦可申請。

*3. 普通話學科申請人，一般須具備與語言學或語言學習相關的學位。
申請人若未持有上述相關學士學位，但符合普通話教學科目研習二的最低
入學要求，亦可申請。

*4. 特殊需要學科申請人，一般應持有相關主修科目的學士學位，包括特殊需
要、心理學、輔導、社會心理學、社會工作、應用社會研究或相關學科。

http://www.eduhk.hk/mit/view.php? 
secid=3022

教育資訊科技能力（ITCE）

學生於畢業前必須：

1.完成本課程所有學科並取得及格成績（ITC30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etency in Education）；及

2. 完成及通過電子學習歷程檔案的檢測（ITC3003: IT 
e-Portfolio Checking）。

有關詳情，請瀏覽：

教學語言

本課程以中文及 /或英文作為教學語言。申請人須符合中英語
文能力要求。在適用的情況下，部分科目以英文授課。選修英
文科的學員必須修讀採用英文為授課語言的教育研習科目。其
他教學科目研習的學員可修讀語文增潤課程來提升英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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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驗要求

本港學校以廣東話及 /或英語為主要的授課語言。學員必須具
備相應及良好的語文能力（包括說話、聆聽及書寫），以確保
能在教學實習期間履行教務。

*選修英文或普通話為教學科目研習一的學員除外，學員須於上學期修讀沉浸
課程。

兼讀制學位教師深造文憑（小學）學員

兼讀制課程主要為在職教師而設，修讀本課程的學員必須為
香港全日制小學的全職教師。在修讀本課程期間，學員須於
其任職的學校任教其教學科目研習一及二，每個科目每週或
每 5/7天循環週不少於 4節的課堂。

未有相關教職的學員必須自行安排教學實習，於每個學年的
下學期（1月至 5月初）於香港本地小學進行連續 6星期的  全
職教學實習，每週或每 5/7天循環週任教其教學科目研習一及
二合共最少 12節的課堂（每個教學科目研習不少於 4節）。

學員必須在恆常課堂下進行學校體驗，每班學生人數的最低
要求為 10人（特殊學校之每班最少學生人數為 8人）。

注意事項：
修讀特殊需要為教學科目研習的兼讀制學員
修讀特殊需要為教學科目研習的學員，須安排教學實習於其修讀的另一個教
學科目研習的課堂，以展示其理解並能於課堂上支援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例
如，修讀常識和特殊需要為教學科目研習的學員，須於修讀本課程期間 /教
學實習期內於常識科的課堂進行學校體驗。
修讀英文或數學單一教學科目研習的學員
修讀單一教學科目研習的學員，須每週或每 5/7天循環週任教該教學科目研
習不少於 8節的課堂。

學費

從 2019/20開始，採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教
育局提供的非本地學生的新定義。有關詳細
資訊，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https://www.eduhk.
hk/acadprog/nonlocal.html。

選擇英文或普通話作為教學科目研習一的全
日制學生必須修讀沉浸課程。學員將可獲得
大學或其他資助，但仍需支付部分費用。

全日制課程 二年兼讀制課程

本地學生 

HK$42,100 / 每年 HK$21,050 / 每年

非本地學生 *  

HK$140,000 / 每年 HK$70,000 / 每年

全日制學位教師深造文憑（小學）學員

全日制學員須於上學期及下學期到香港本地小學分別進行 4 *
星期及 8星期的全職教學實習，課擔一般為每週或每 5/7天
循環週任教其教學科目研習一及二共 12-16節的課堂（每個
教學科目研習不少於 4節）。

(852) 2948 6162

(852) 2948 6886 
(852) 2948 8036 

何詠基博士 (課程主任 ) 
陳志強博士 (課程統籌主任 )

admission@eduhk.hk 
pgdep@eduhk.hk

www.eduhk.hk/acadprog/pgde 

P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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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P015 / C2P037 
一年全日制 / 兩年兼讀制

PGD  E(S)

學位教師教育 
深造文憑 (中學 )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為未接受師資培訓的大學畢業生提供專業訓練，
使他們成為稱職及具信心的香港中學教師。課程讓學員掌握
中學教師應有的專業知識、技能和教學態度，並使學員暸解
終生學習的重要性及作為專業教師應負的責任。

課程結構

本課程設有兩種授課模式，包括一年全日制及二年兼讀制。
本課程由多個學科科目組成，學員須修讀三十至三十三個學
分。修讀全日制的學員一般須於星期一至六的日間上課，部
分課堂可能設於晚上。而修讀兼讀制的學員一般須於星期一
至五晚上及星期六的日間上課，每週上課兩 /三次，每次約三
小時，上課地點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大埔校園，將軍澳教學中
心，教大運動中心。本課程包括迎新活動及以下內容 :

主修科 –教學法

學員須在課程內選修一主修科，這科目必須
為學員的學位主修或相關的學科 (詳情見入學
條件 )。在 2019/20學年，本課程將開設以下
的主修科目，惟本校會因應需求而決定會否
開辦部分科目 :

主修科
中文
設計與科技
英文
歷史（只在全日制課程中開辦）
資訊科技（只在兼讀制課程中開辦）
通識教育
數學
音樂（只在全日制課程中開辦）
體育（只在全日制課程中開辦）
科學（只在兼讀制課程中開辦）

沉浸課程

本校為全日制選擇英文為主修科的學員提供
必修的沉浸課程，以提升學員的英文水平。
有關詳情將於本課程開課後由有關學係向學
員公佈。

科目名稱 学分  

1. 主修科 –教學法 * 9

2. 教育研習 12

3. 選修科（核心及普及）* 6-9

4. 學校體驗 6

*主修英文或通識教育的學員須修讀12個主修科 –教學法及3個選修科學分。

主修英文的學員需選修 9 學分的主修科 –教學法，3 學分的選修科（核心）
和 3 學分的選修科（普及）。主修歷史的學員將選修 6 學分主修科 –教學法，
6 學分的選修科（核心）和 3 學分的選修科（普及）。主修通識教育和設計
與科技的學員需選修 6 學分的主修科 –教學法，9 學分的選修科（核心 )，不
需要修讀選修科（普及）。

24研究生課程 2019 入學



學校體驗教學要求

本港學校以廣東話及 /或英語為主要的授課語言。學員必須具
備相應及良好的語文能力（包括說話、聆聽及書寫），以確
保能在教學實習期間履行教務。

全日制學位教師教育 
深造文憑（中學）學員

全日制學員須於上學期及下學期到香港本地中學分別進行 4 
星期 *及 8星期的全職教學實習上學期課擔一般為每週或每
5/7天循環週任教其主修科 8-10節的課堂，下學期課擔一般
為每週或每 5/7天循環週任教其主修科 10-12節的課堂。

*選修英文為主修科的學員除外，學員須於上學期修讀沉浸課程。

兼讀制學位教師教育 
深造文憑（中學）學員

兼讀制課程主要為在職教師而設，修讀本課程的學員必須為
香港全日制中學的全職教師。在修讀本課程期間，學員須於
其任職的學校每週或每 5/7天循環週任教其主修科不少於 4
節的課堂。未有相關教職的學員必須自行安排教學實習，於
每個學年的下學期（1月至 5月初）於香港本地中學進行連續
6星期的  全職教學實習，每週或每 5/7天循環週任教其主修科
不少於 8節的課堂。學員必須在恆常課堂下進行學校體驗，
每班學生人數的最低要求為 10人（特殊學校之每班最少學生
人數為 8人）。

入學條件

申請人一般須 :

1. 持有認可的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而其在
大學主修的學科須與擬報讀的主修科目 *
有關；及

2.通過有關面試 /考試。

*1.  申請人的大學學位如非主修英文，亦歡迎報讀本課程
的英文主修科目。

*2.  設計與科技主科申請人，一般應持有創意媒體和設計 / 
工程 /計算機科學 /資訊科技或其他相關學科的學士
學位。沒有上述學位的申請人，亦將予以考慮。

教育資訊科技能力（ITCE）

學生於畢業前必須：

1. 完成本課程所有學科並取得及格成績 
（I TC3001 :  I n f o rma t i on  Techno l ogy  
 Competency in Education）; 及

2. 完成及通過電子學習歷程檔案的檢測 
（ITC3003: IT e-Portfolio Checking）。

有關詳情，請瀏覽：

教學語言

本課程以中文和 /或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申
請人需要有一定的中英語文能力。非主修英
語的學員，需以英文修讀佔整個課程學分
25%(大約為 6個學分 )的科目（學校體驗並
不包括在內）；此外，主修英文科的學員一
般會修讀以英語授課的科目。

http://www.eduhk.hk/mit/view.php? 
secid=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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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科的特定教學要求

通識教育

a. 班級要求 :

主修通識教育的學員，必須於其中一個學校體驗（一年級或 
二年級）中，任教新高中（NSS）（即中四至中六）通識 
教育科的課堂。

b. 可進行學校體驗的相關科目包括 :
通識教育
綜合人文
生活與社會 或
其他與通識教育相關的課堂 / 科目，如教學方法同樣是
探究式學習 / 議題為本學習

科學

a. 班級要求 :
主修科學的學員，必須於每個學校體驗（一年級及二年
級）中，任教新高中（NSS）（即中四至中六）科學科的
課堂 :
未有相關教職的學員 –每週或每 5 / 7天循環週不少於
4節
有相關教職的學員 –每週或每 5 / 7天循環週不少於 
2節

b. 可進行學校體驗的相關科目包括 :
生物 / 組合科學（生物）–專修生物科的學員
物理 / 組合科學（物理）–專修物理科的學員
化學 / 組合科學（化學）–專修化學科的學員
綜合科學

學費

admission@eduhk.hk  
pgdes@eduhk.hk

(852) 2948 6886 
(852) 2948 7684

張佩儀博士

(852) 2948 6162

全日制課程 兼讀制課程

本地學生 

HK$42,100 / 每年 HK$21,050 / 每年

非本地學生 *  

HK$140,000 / 每年 HK$70,000 / 每年

從 2019/20收生開始，採用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教育局（EDB）提供的非本地學生（NLS）
的新定義。有關詳細資訊，請流覽我們的 
網站 https://www.eduhk.hk/acadprog/nonlocal.
html。

選擇英文作為主修科的全日制學生將必須參
加沉浸課程。此乃必修科，學員將可獲得大
學或其他資助，但仍需支付部分費用。

www.eduhk.hk/acadprog/pgde

P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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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可於任何時間及在毋須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決定學科開辦與否和更改學科各方面的安排（包括但不限於學
科內容及其教學方式）。此外，大學亦可因應其他因素如教學人員安排、入學人數、教學設施和課程內
容更改的需要而就學科開辦與否及其他方面的安排作出適當修改。

(852) 2948 7151

(852) 2948 7162（事務處及非教育學位課程） 
(852) 2948 7161（一般行政及研究室、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852) 2948 7164（教育學位課程專用）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號 
香港教育大學 B2座地下 4號室

flass@eduhk.hk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5時 20分 
　　　　　　　下午 5時 20分至下午 6時 30分（學期間）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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