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領域
亞洲第

2022年學士學位課程
全球第

16

(2021年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

香港

8

豐富獎學金機會，
金額高達一年港幣18.5萬
(以本校網頁上最新公佈資料為準)

+
%
95
畢業生成功獲聘
或繼續升學
(2020年香港教育大學
政府資助課程畢業生)

所 公立大學
之一

香港教育大學概覽
香港教育大學是香港八所公立大學之一，也是香港最具領導地位的師範類高等學府。承傳逾160年教師教育經臉，本校培育了
一代又一代優秀的教育工作者與社會領袖，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教大設有研究生院及三個學院，分別為教育及
人類發展學院、人文學院和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提供一系列涵蓋教育專業及人文學、社會科學、創意藝術與文化等學科的
博士、碩士、學士學位課程，教研實力及學術成果等皆獲國際推崇。

研究成就 傲視同儕

3 所校級研究中心

11 所學院級研究中心

接近全面就業

及專業發展中心

根據2020年香港教育大學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顯示，
就讀教育榮譽學士的畢業生平均起薪點為

港幣

$31,676 /月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自2003年成立以來，

72 % 的得獎者為本校校友

合作夥伴 遍佈全球
在全球
與

師資優良 人才匯聚

450+
40+ 位講座教授
及教授

30+ 個國家和地區

200+

所高等院校及機構，
建立緊密聯繫

位學術及
教學人員

培育人才 造福社會

116,000+

培育

名校友

80 +

%
香港
小學及幼兒園教師
及
中學教師皆為
% 本校畢業生

30 +

學系設置及課程詳情
教育及人類
發展學院

博文及社會
科學學院
人文學院

研究生院

https://www.eduhk.hk/fehd/tc/ GO

https://www.eduhk.hk/flass/tc/ GO

https://www.eduhk.hk/fhm/tc/ GO

https://www.eduhk.hk/gradsch/ GO

截止日期：

立即申請 2022年5月31日
申請程序

1

3
經本校網上報名系統
（www.eduhk.hk/acadprog/online/）
提交入學申請及相關補充文件
（例如：學歷或其他資歷證明、
推薦信和個人陳述等）

2

2022年1月
2022年6月
參加面試（獲邀的申請人
將收到個別通知）

2022年1月
2022年7月中旬
獲悉取錄結果及確認到本校
就讀（只限被本校取錄的
申請人）

4

2022年9月
第一學期開始

入學申請
*相關日期及具體流程為暫定安排，或會有所調整。資料以本校網頁(https://www.apply.eduhk.hk/ug/nonlocal_dates)上公佈為準，申請人請密切留意招生網頁最新消息。

2022/2023 學年學士學位課程總覽 *
（政府資助課程）
同期結業雙學位學士（五年全日制）#

榮譽文學士（四年全日制）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及音樂教育榮譽學士

創意藝術與文化 — 音樂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及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士

創意藝術與文化 — 視覺藝術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及英文教育榮譽學士

語文研究 — 中文主修
語文研究 — 英文主修
特殊教育

教育榮譽學士（五年全日制）#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教育

榮譽社會科學學士（四年全日制）

中國語文教育

心理學

幼兒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 — 小學

榮譽理學士（四年全日制）

地理教育

人工智能與教育科技^

歷史教育

綜合環境管理^

小學教育 — 常識

運動科學及教練^

小學教育 — 數學
科學教育

* 課程資料以本校網頁(https://www.apply.eduhk.hk/ug/programmes)最新公佈為準。

中學教育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教師培訓課程，學生成功完成教育學士課程後可在香港申請成為註冊教師。
2022/23學年為2022/23 - 2024/25三年期的首個學年，教資會的大學資助名額須由
香港特區政府批核，暫定錄取名額或會有所調整。

入學申請基本要求
參加台灣應屆學科
能力測驗的學生：

•持有高中畢業文憑（入學註冊時補交）；及
•英文成績需達頂標；及
•三個科目（包括國文）需取得均標或以上成績

澳門高中學生：

•持有高中畢業文憑（入學註冊時補交）；或
•於港澳台僑高考中取得不少於600分（滿分為750分）

其他認可資歷的學生*：

•12年全日制學校學習經歷；及
•持有高中畢業文憑（入學註冊時補交）；及
(a) 於同一次的SAT Reasoning Test（推理測驗）中取得總分不少於1190分
（滿分為1600分，包括實證式閱讀與寫作，及數學兩部份）
(b) 普通教育文憑試（GCE）最少三科高級程度（A-Level）科目或兩科高級程度及
兩科高級補充程度（AS-Level）科目考獲D級或以上成績（不包括中文 / 國語 /
英語；相同科目不可重覆計算）；或
(c)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Diploma；或
(d) Advanced Placement (AP) 考試最少兩科考獲3級或以上成績；或
(e) American College Test (ACT) 取得24分或以上成績

*其他未列出的認可資歷，請瀏覽網頁https://www.apply.eduhk.hk/ug/nonlocal。

英語能力要求
台灣學科能力測驗
「托福」（TOEFL）

•英文成績達頂標
•網路測驗取得80分或以上成績；或
•紙筆測驗（2017年7月前應考）取得550分以上成績
*
*

「雅思」學術組別
(IELTS Academic）

TOEFL ITP合格成績並不能滿足英語能力要求
不接受MyBest TM Score

•取得6分或以上成績

GCE System

•普通教育文憑考試（GCE）高級程度（A-Level）或高級補充程度（AS-Level）取得E級或
以上成績；或
•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IGCSE) / 普通教育文憑考試普通程度（GCE O-level）英文科目，
或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GCSE）英文科 / 英國文學科目取得C級 / 4級或以上成績

IB Diploma

•IB英文B（HL）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或
•IB英文B（SL）取得5級或以上成績；或
•IB英文A1 or A2（HL / SL）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或
•IB英文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L / SL）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或
•IB英文A: Literature（HL / SL）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或
•IB英文Literature and Performance（SL）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或
•IB英文Text and Performance（SL）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

SAT

•實證式閱讀及寫作部分取得590分或以上成績

AP

•College Board AP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position或AP Literature and
Composition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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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認可英文能力要求，請流覽網頁 https://www.apply.eduhk.hk/ug/nonlocal。
（收生要求或會有所修訂，以本校網頁上公佈資料為準。）
*個別課程或有特定入學要求，請參閱相關課程網頁。

費用及開支預算(每學年)
學費1

港幣140,000元 （約美元18,000元）

在校住宿費1（不包括膳食和其他雜費）

港幣13,000元 （約美元1,700元）

學習及生活雜費2

港幣50,000元 （約美元6,400元）

合共

港幣203,000元 (約美元26,100元)

收費或會有所調整，資料以本校網頁(https://www.apply.eduhk.hk/ug/fees)上公佈為準。
2
學習及生活雜費因人而異，只供參考。
1

學費參考

非本地生入學獎學金
教大設有多項獎學金，根據學生的學業成績、課外活動、社會服務及其他由捐贈者訂定的條款而頒發。其中香港教育大學
非本地學生育才獎學金（全額、全額學費及半額學費），學生無須另行申請，金額由每年港幣70,000到185,000元^不等，
如在校成績表現優良，可獲續領，以獎勵優秀的非本地學生。
（以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以本校網頁上公佈資料為準。）
^ 不同課程的獎學金金額或有所不同。

學生分享
全球及環境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為國際化程度極高的城市，聚集世界各
地不同領域的人才，這是吸引我到香港教育
大學就讀的原因。從大一開始，我就接觸到
不同專業領域的知識像是政治、社會學以及
經濟學。學生也有機會透過選修或者是輔修
選擇自己喜歡的課程，我自己在大學期間
修讀了媒體識讀以及韓國流行文化等相關
課程。另外，教大也提供許多機會讓學生接軌
國際。我在大二上學期透過參加了學校的
交換學生活動去了澳洲。在當海外交換生的
過程中體驗到了不同的教學模式、接觸到了
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也在交流中學到了
不同的學習方法。就讀大學期間，教大提供
了許多機會讓學生探索興趣以及與來自世界
各地的學生交流。

黃夷鎿
鎿（澳門）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及英文教育榮譽學士

教大的點點滴滴，無時不在啟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在理論實踐的互相結合下，
我們擁有豐富的課堂體驗和珍貴的實習經驗。學校更以獎學金的形式鼓勵我們參與海外
交換課程，讓我們有機會走出香港，到世界各地去探索和挑戰自己。在交換期間，我修讀了
不少教育以外的課程、接觸到西方文化背景下高等院校的教育模式、與來自五湖四海的
學生們互相學習。在不同思維的碰撞下，我切身感受到多元文化教育的魅力，進而
拓展了國際視野並強化了外語溝通的能力。

莊士朋（台灣）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及英文教育榮譽學士
在教大讀書的三年中，我深深感受到教大老師對教學的熱忱，他們不僅是各個領域傑出的
學者，也非常喜歡與學生互動。在學習期間，教授便曾多次回答我關於大學生活，甚至
是研究所申請的相關問題，讓我覺得教授不僅僅是我的老師，更是我生活上的好朋友。
除了課堂活動，教大也提供非常多元的學術、語言、個人探索工作坊，等待同學探索並
充實自己，且為了讓學生們開拓視野，也有許多海外交換、參訪計劃，更特別的是，
教大每年均會舉辦文化節，讓來自全球各地的留學生們展示自己的家鄉文化。
在教大，有著各式各樣的活動與機會，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怎麼樣的生活，期待
在這裡與你們相見！

香港教育大學環球事務處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10號曹貴子基金會大樓A-G/F-09
www.eduhk.hk/gao
gao@eduhk.hk
(852) 2948 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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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風白（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