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學申請
及
查詢

香港八所公立大学中唯一一所師范类大学

兰若菁（2021/22可持续发展教育文学硕士成绩优异毕业生）

“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于我而言是一次既熟悉又陌生的学
习之旅。熟悉的是，作为已经接受过五年港式教育、环境专
业的学生，环境仍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组成之一；陌生的
是，个人在教育教学及测验评估方面的应用，以及对17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深层认知及体会。更重要的收获，是作为一个
接受过多年高等教育的新时代的“人”，我开始思考我能为可
持续发展社会的早日实现做出什么贡献，并以前所未有认真的
态度，以调查和写作的方式落实了行动。环境、经济、社会三
要素对于可持续发展固然重要，但对于“人”的关怀，能让这
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更加有温度。这一年能带给我们多种新的
角度来看待我们所处的环境，提供新的思路来解决我们社会中的
问题，激发新的灵感来推动我们因疫情影响受到冲击的经济。

李美萱（2021/22可持续发展教育文学硕士成绩优异毕业生）

随着对EfS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发现它不仅仅涉及环保和教育，同时也被广泛应
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加入了新的内容，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自
然环境等综合的动态概念。目前，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
最大推动力之一。我就读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专业致力于通过教学、研究和活动，
促进有利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强调在不同阶段关注个人的意识、能力、
态度与价值观发展。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可
持续发展教育强调与终身教育相结合，是促进一国和各国之间为推动可持续发展
而转变价值观、态度、技能、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关键工具。作为EfS专业的学生
和未来的教育者，我们将引导学生与老师、父母和社会之间的合作，并提高各持
份者对于解决环境和人口问题的经验和知识，以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议题的认知和能力水平。

EdUHK does not encourage students to entrust their application to any third party agents and we always contact applicants directly on updat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s. You must complete and submit 
your own application and provide your own personal and contact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official EdUHK channels, such as programme websites and the admission system, for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your application.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that information contained on this website is correct. Changes to any aspects of the programmes may be made from time to time due to unforeseeable circumstanc-
es beyond our control and the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mendments to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on this website without prior notice. The University accepts no lia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
age arising from any use or misuse of or reliance on any information on this website. In the event of any disputes regarding the website content, the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ny aspect of course offering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urse is taught)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at any time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University. Without limiting the right of the University to amend the course and its course offerings, it is envisaged that changes may be required due to factors such as staffing, enrolment levels, logistical 
arrangements, curriculum changes, and other factors caused by unforeseeable circumstances. Tuition fees, once paid, are non-refundable.

以上资料作为可持续发展教育文学硕士中文翻译辅助材料，仅供参考。如有更新，请以官网信息为准。

申请时间：约每年10月至次年5月
      （每年时间不一，请留意学校官方网站信息）

申请费用：港币300元正

邮箱：maefs@eduhk.hk

网址：www.eduhk.hk/maefs

香港規模最大、最具先導地位的教師教育大学

學歷受國家教育部及國際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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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教育文学硕士」课程透过实证研究及实地考察等

形式教授学生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及教学法，让学生了解全球

环境议题，并应用及实践其专业知识。

1.	 本科学士学位证；

2.	 英语能力（符合其一即可）：

•	 「雅思」（IELTS）学术组别	6	分或以上成绩；

•	 綜合中等教育証書(GCSE)	/	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GCE	

O-Level)英文科C級或以上；	

•	 在指定考场考取的「托福」（TOEFL）网络化测验	80	分

或以上成绩；

•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CET6)，成績不低於430分及考試成績

2年內有效；

•	 如本科或研究生課程以英文授课可豁免英语成绩（需提

供英语授课证明）；

•	 其他同等資歷。

学费：港币132,000元正  (实际金额由本校做最终修订)

課程獨特性

• 香港教育大学为本港唯一一所提供可持续发展教育文
学硕士课程的大学。

• 课程内容涉及不同范畴，使学生更全面掌握有关可持
续发展的议题及知识。

• 本课程结合学习需要举办不同讲座，有助学生了解专业
最前沿及发展动态。

• 修毕本课程后，学生可选择报读环境相关的教育和哲学
博士课程。

政府环保部门，非政府环保机构

大型环保企业或其他商业机构

作为热门专业，政府政策支持创业

高等学校教务、行政人员

选择在不同领域就业（例如金融、媒体、出版及
印刷等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