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区域教育枢纽

 香港是东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全球各地人士纷纷到来求学丶经商和旅游，以及体会中

西文化融合的特色。香港提供极具吸引力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能作好准备，以应付全

球化世界的各种挑战。

 英语在香港非常普及，本港的专上院校亦采用英语授课，因此海外学生来港求学十分

方便。国际化的校园生活，让学生得以学习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相处，为日後

成为世界公民作好准备。此外，香港提供学习中文的理想环境，中华文化氛围亦非常

浓厚，对有意在亚洲 (尤其是大中华地区 )发展事业的学生极有帮助。

 香港致力发展成为区域教育枢纽，以便为亚洲作育英才。我们欢迎海外学生来港求学

丶进行学术研究及参与教育交流活动。

 香 港 拥 有 多 所 世 界 级 的 高 等 院 校 。 在  22 所 颁 授 学 位 的 院 校 中 ， 四 所 院 校 获

《Quacquarell i Symonds(QS)世界大学排名 2020》列入全球前 100 位，分别为香港大

学 (港大 )(第 25 位 )丶香港科技大学 (科大 )(第 32 位 )丶香港中文大学 (中大 )(第 46 位 )及

香港城市大学 (城大 ) (第 52 位 )。此外，港大丶科大及中大获《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

刊世界大学排名 2020》列入全球前 100 位。本港院校在课程设计和质素保证方面均

采用国际标准。

 本港大学开办的课程，亦属全球首屈一指。由科大与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th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合办的行政人员工商管

理硕士课程，於 2016 丶 2017 及 2018 年获《金融时报》评选为全球第一。此外，在

2019 年《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港大牙医学院获评为全球第四牙医学府，香港

理工大学则在「酒店与休闲管理」类别中排名第五，而科大丶港大及中大的会计及财

务课程则分别获评为全球第 18 丶 29 及 32 位。

来港就学的非本地学生 

 我们欢迎各国学生来港就读。在 2018/19 学年，约有 42,000 名分别来自超过 100 个

国家／地区的非本地学生在本港修读专上课程。同年，约有 6,800 名交换生来港修读

公帑资助的专上课程。这些学生缴交的学费每年由 10,000 至 15,000 美元不等。为了

让本港大学更趋国际化

- 由 2008年起，我们把非本地学生入读公帑资助院校的学额由 10%倍增至 20%。

- 我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奖学基金，以颁发政府奖学金予就读公帑资助

全日制专上课程的杰出本地及非本地学生；以及自资专上教育基金，以颁发

奖学金予就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自资专上课程的杰出本地及非本地学生。基

金设有不同种类的奖学金和奖励计划，表扬学业成绩优异及在非学术领域有

过人成就与才华的学生，以及嘉许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杰出专上学生。更设有

「一带一路奖学金」，奖学金惠及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来港修读公帑资助

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和研究院研究课程的非本地学生。

- 我们放宽有关的入境限制，使非本地学生的留港期限与其课程的一般修业期

一致。

- 我们放宽有关的工作限制，以便修读经本地评审专上课程的非本地学生在修

业期间从事见习和兼职工作，并可在毕业後无条件留港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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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本地大学与世界各地的主要大学合办学生交流计划。此外，有不少海外学生来港

修读短期课程。

在香港攻读研究学位的机会 

 政府於  2008 年以  180 亿港元 (约 23 亿美元 )作为本金，成立研究基金。 2012 年，我们

向基金注资 50 亿港元 (约 6.4 亿美元 )，为高等教育界提供更多研究资源，当中 30 亿

港元 (约 3.85 亿美元 )会用作资助颁授学位的自资院校的研究项目。 2018 年再向基金

注资  30 亿港元 (约 3.85 亿美元 )为修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教资会 )资助研究院研究

课程的本地学生提供助学金以支付学费。 2019 年，我们向基金再注资 200 亿港元 (约

25.6 亿美元 )，以大幅增加并持续为高等教育界提供研究经费。

 我们於  2009 年设立「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这项计划旨在吸引世界各地的

优秀的研究生到本港修读由教资会资助开办的博士学位课程。每名获奖的研究生可获

提供每年  309,600 港元（约 39,700 美元）的津贴，以及每年 12,900 港元 (约 1,620 美

元 )的会议及研究活动交通津贴，为期三年。有关奖学金计划的进一步资料，请浏览

研究资助局网站

[https://www.ugc.edu.hk/chs/rgc/funding_opport/fellowships/hkphdfs.html]。

在香港开办的非本地课程 

 非本地机构在香港开办约 1,150 个非本地课程，可让学员取得非本地高等学术或专业

资格。

 这些非本地课程中，英国占 78%，澳洲占 9%，美国及加拿大占 7%，中国占 4%，其

他国家占  2%。

使本港高等教育界别更趋国际化及多元化 

 政府设立  30.7 亿港元 (约 3.9 亿美元 )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奖学基金，以颁发政府奖

学金予成绩和能力出众的本地和非本地学生。凡在八所教资会资助院校丶香港演艺学

院及职业训练局修读公帑资助全日制副学位及学士学位或以上程度课程的学生，均可

申请这项奖学金。

 我们积极透过多项支援措施，促进自资专上界别的发展，包括以象徵式地价批出土地；

提供免息开办课程贷款丶学生资助和质素保证津贴；设立 35.2 亿港元 (约 4.5 亿美元 )

的自资专上教育基金，向修读经本地评审自资全日制副学位或学士学位课程的杰出学

生 (包括本地和非本地学生 )提供奖学金，以及支援院校提升质素。

如有查询，请以电邮 (studyinhkinfo@studyinhongkong.edu.hk)与我们联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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