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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建议 关于这份报告

国际视野 数码校园为子女教育多走一步

前言 主要调查结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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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价值》系列最新报告「志存高远亅探讨的范围包括：父母对子
女教育的期望、对教育费和教育的裨益的观点，乃至他们为了尽量培养
子女的才干而甘愿作出的牺牲。报告也探讨父母对数码教学的观感，以
及国际化的学习，在全球化大势中的重要性。

汇丰认为教育是人类发展和昌盛的钥匙。我们每年协助全球各地的父母
和莘莘学子实现教育计划，并且通过滙丰教育计划资助贫困无助的年轻
人接受教育。

深愿本报告发表的调查结果，有助为人父母者更深切了解教育费用是长
远的开支，应该及早妥善安排，确保孩子的人生有最理想的起步点。

随着资讯型经济兴起，加上就业市场挑战重重，良好的教育背
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尤其重要。为人父母者深明个中道理，总
会尽其所能让子女得到最适当的教育。

前言

Charlie Nunn 

汇丰集团财富管理业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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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结果

查看更多

60% 
受访父母有信心子女会
有美好的前途

62% 
受访父母甘愿牺牲自
我，让子女成才

132,161美元
是受访父母供给每名子
女从小学、中学到专上
教育的平均支出

90%
受访父母会考虑让子女
接受研究院教育。

4



教育的价值 志存高远

75%
受访父母以日常收入供
给子女的教育费

53%
受访父母会考虑送子女
到海外升读大学，但
19%父母不知道海外教
育的费用是多少

英国
是最多受访父母孝虑送
子女前往升学的地方。

57%
受访父母会考虑让子女
修读全部或部分采用网
上教学的学位课程。

主要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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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子女教育
多走一步

教育的价值志存高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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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母的都很明白，要让孩子接受高等
教育，日后才有较好的发展机遇。因此，
世界各地 - 尤其在亚洲 - 已经形成了明显
的趋势，顺应市场的需求而开办各种相关
的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和商业/金融学科。

Colin B. Grant 教授
BA, PhD, FHEA, FRSA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 国际事务副校长

英国大学联盟国际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英国文化协会教育咨询组成员

罗素大学集团国际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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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切期望

香港的父母一般都乐观地相信，子
女一定可以尽展潜能，而且拥有美
好的前途。

五分之三(60%)的受访父母有信心
孩子会有光明的前途，56%相信子
女的考试成绩会十分彪炳，而53%

则有信心子女会找到理想的工作。

千禧世代的父母(59%)比婴儿潮父
母(46%)更倾向认为自己的子女会
找到理想的工作。

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对于孩子的
前途也比较乐观。五分之三拥有硕
士(60%) 和大学学位 (59%)的父母
表示，有信心孩子会找到理想的工
作，而中学程度的父母只有38%有
此信心。

60%
有信心子女会有美好
前途

56% 
有信心子女考试成绩
彪炳

53% 
有信心子女会找到理
想工作

受访父母相信子女前途美好

8

问：你对于下列句子有多同意或不同意?

答：同意/非常同意 (访问对象：所有受访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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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跑线

为了让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父母
都甘愿为他们多走一步。

在孩子入学之前，大部份(72%)父
母已经开始为孩子筹划教育大计，
而68%在孩子升小学前已经在决定
如何准备教育费。

约三分之二受访父母(66%)让孩子
在公立学校读书，而接近十分之九
(88%)父母现在或过去曾让孩子接
受私人补习。

大学程度的父母(91%)较大机会于
现在或过去曾让孩子接受私人补
习，而中学程度的父母有82%会这
样做。

88%
受访父母现在或过去曾让
孩子接受私人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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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自我

多数父母除了财务承担之外，多数
父母（62%）还甘愿为孩子牺牲自
我，希望他们能够成才。

为了供给孩子的教育费，近半父母
放弃了私人时间及/或爱好活动，而
37%已经大幅减少或完全停止休闲
活动和度假。

超过一半（53%）千禧世代父母和X

世代父母（55%）表示，已经放弃
了私人时间及/或爱好活动，而婴儿
潮父母则有29%会这样做。千禧世
代父母（47%）和X世代父母
（36%）也比婴儿潮父母（25%）
较多参加学习或亲子旅游。

除了上述各项之外，父母仍然不确
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得足够。近三分
二（64%）父母担心还没有为孩子
做到最好。

父母为供给子女教育费所作的牺牲

48%
受访父母放弃私人时间及/或爱
好活动

26% 
改变了工作模式

37% 
大幅减少甚或完全停止休闲活动和
度假

23% 
改变了社交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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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下列各项有哪些是你们为了供给孩子的教育费而曾经或正在做的事? (访问对象：所有受访父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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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费用知多少?

父母大多认为，让子女接受教育，是为
他们的将来作重要的投资，但是教育费
用却可以相当昂贵。孩子的校服、大学
学费等数目不菲的支出，都由父母来承
担。

受访父母表示，每个孩子从小学、中学
到完成专上教育*为止的平均支出为
132,161美元 (自费教育：211,371美元; 

公立资助教育：96,735美元)。

*参考：有关这份报告 > 定义 > 研究方法

准备送子女到海外升读大学或研究院的
父母，应该预期教育费用会大大超出上
述数字。

132,161美元
每名子女教育费的平均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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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平均费用(美元)*

小学 32,874

中学 44,275

大学/大专(大学程度) 5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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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就业好阶梯

几乎所有受访父母(97%)都考虑让
子女接受大学教育，而90%会考虑
让子女修读研究院课程。

近四分三受访父母(73%)认为子女
取得硕士学位为他们能否投身理想
行业重要的阶梯。

父母期望子女选修的五大热门学科
是：医科(18%)、商科、管理和财
务(14%)、法律(8%)、语言(8%)和
工程(5%)

90%
受访父母会考虑让子女升读研究院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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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无反顾父母心

大多数现在有子女接受专上或大学
教育的父母(86%)都在供给他们的
教育费，而考虑让孩子修读研究院
课程的父母中，有77%预期会供给
深造学位的费用。

在事后回顾之下，超逾三分一
(35%)受访父母后悔没有更早开始
为子女储蓄教育费，另有26%宁愿
当时能为这目标储蓄更多。

逾三分一(34%)准备供子女到海外
留学的父母认为，应该更早开始为
此而储蓄。

多数父母正在供给子女现阶段的教育费

84% 
小学

86% 
大专

85%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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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子女的教育费(任何部分)由谁来负担?(访问对象：有子女就读相关级别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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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筹划

四分三（75%）受访父母以日常收入供给
子女的教育费，约一半（47%）父母动用
一般储蓄、投资或保险金作教育费。

较少父母（19%）以特设的教育基金或投
资计划来供给孩子的教育费。大学或研究
院程度的父母（分别占25%和23%），比
中学程度的父母(11%)更倾向以这种方式
准备教育费。

为了供给孩子的教育费，所有父母都曾经
或正在作出各种各样的个人牺牲。其中一
半（50%）减少了自己的休闲活动花费；
27%削减自己长远储蓄或投资的供款；
24%降低了自己退休储蓄的供款额；其余
18%加长了工作时间。

父母如何供给子女的教育费

75% 
日常收入

6% 
一般借贷

3% 
继承遗产/整笔资金

47% 
一般储蓄／投资／
保险

19% 
特设教育基金储蓄/

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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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伴侣如何为孩子筹备教育费?  (访问对象：现正供给子女教育费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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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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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四百多万学子往国外高等
学府求学，希望学习国际技能，
日后可以立足环球经济顺利就
业。

越来越多学生选择到海外升学，
作为对未来的投资，因为雇主都
倾向聘用具备国际经验、跨文化
历练和多种语文能力的人才。

Rajika Bhandari

国际教育协会调查、政策及实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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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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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历练

远赴海外升学，既是莘莘学子的个
人考验，也对他们的学习和日后发
展甚有裨益。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
，出国留学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逾半(53%)受访的父母考虑供子女
到海外升读大学，其中考虑研究院
课程的父母(44%)，多于仅考虑本
科课程的(34%)父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发
表的数据显示：全球各地大学的外
来学生，有53%来自亚洲国家1，正
好与本报告的调查结果相符。

硕士或学士程度的父母（分别为
69%和59%）比中学程度的父母（
35%）更倾向考虑供子女出国留学
。
1OECD：Education Indicators In Focus 14 (2013

年7月出版）

53%
受访父母考虑供子女到海外升读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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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留学地点

在考虑供子女到海外留学的香港父
母之中，不少人心目中已有了给孩
子首选的留学地点。

英国是港人父母的首选，多达67%

父母考虑送子女到英国读大学。澳
洲位列第二(51%)，随后是美国
（43%）。

49%父亲和42%的千禧世代父母，
以及39%母亲和33%婴儿潮父母会
考虑美国。

问：除了你的现居地以外，你最可能考虑送子女到哪个国家/地区去升学？（访问对象：表示会考虑
送子女出国留学的父母）

18

43%

3. 美国

67%

1. 英国

12%

5. 德国

9%

8. 法国

51%

2. 澳大利亚

十大热门留学地点排名

39%

4. 加拿大

7%

10. 新加坡

7%

10. 瑞士

11%

10%

7. 中国

9%

8. 台湾

6.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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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综合实力在大学排名榜
上名列前茅

36% 
学费比较廉宜

选择海外大学

许多正考虑送子女到海外大学的父
母心中都有希望子女就读的大学。
约三成父母(34%)有指定的大学希
望子女能够就读。

父母挑选大学的三个最重要条件
是：大学的声誉（57%）、提供学
科的教学质素（47%），以及相关
学府的综合实力是否在大学排名榜
上名列前茅（37%）。

可是，接近五分一（19%）的受访
父母却不知道供给子女到海外留学
的费用是多少。

父母选择大学的主要因素

57% 
大学的声誉

47% 
提供学科的教学质素

37% 
学科选择

问：下列原因之中，有哪些是你决定选择某大学的原因？（访问对象：表示已经为孩子选定了大学的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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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的实力

父母深知子女出国留学的好处甚多，
既可加强学习核心技能，还可以锻练
各种软性技巧。

准备供子女出国留学的受访父母认
为，留学最主要的好处是让孩子提升
外语能力（57%）、训练独立
（55%），还有扩阔经验、开放思想
及文化视野（48%）。

婴儿潮父母（60%）比千禧世代父母
（38%）更多认为争取国际工作经
验，是留学的最主要好处。X世代的
父母（21%）比婴儿潮父母（9%）
更倾向认为出国留学比在国内升学更
有体面。

问：下列各项中，你认为哪些是子女出国留学的主要优势？
（访问对象：表示会考虑送子女出国留学的父母）

57%

55%

48%

47%

45%

提升外语能力

体验新事物、思想及文化

扩阔经验

训练独立

国际工作经验

留学海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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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挑战

孩子出国留学固然大有好处，但是
要资助远在千里之外的学子，家里
难免要承受一些困难。

在考虑送子女出国留学的父母之
中，39%认为高昂的费用会成为父
母或其伴侣的潜在困难。

情绪因素也会困扰父母，36%担心
会为孩子牵肠挂肚，29%顾虑子女
会思乡。

子女出国留学的主要障碍

39%

36%

35%

29%

29%
孩子思乡

不安全、欠保障

问：下列各项中，你认为哪些是送子女出国升读大学的潜在障碍？（访问对象：表示会考虑送子女出
国留学的父母）

21

父母要负担昂贵的学费

父母牵挂孩子

经济不稳，汇率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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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工作实习

27% 
学校交换生计划

21% 
在外国与好友同住

38% 
海外交换生计划

31% 
寄宿于外国的接待
家庭

其他国际历练

近半父母（45%）期盼子女在外留学期
间，不单汲取国际经验，还有机会在其
他国家参与工作实习。接近五分之二
（38%）的父母会考虑让子女参与海外交
换生计划。

逾半（52%）的婴儿潮父母会考虑让子女
参加海外工作实习，39%的千禧世代父母
会考虑这样做。反之，较多千禧世代父
母（40%）会考虑学校交换生计划，但只
有4%婴儿潮父母有此考虑。

父母冀望子女在海外爭取的歷練

22

问：你会考虑让子女尝试下列任何一种经验吗？（访问对象：所有受访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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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校园

教育的价值志存高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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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校园的网上教学方式，可以
灵活配合不同的工作和人生阶段
需求，让学生既可以工作赚取收
入，又可以报读世上最优秀学府
的课程，而无须离家居住、离职
或牺牲事业。

Timothy Quine 教授
英国艾克塞特大学副校长（教学事务）

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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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化学习

逾半（56%）受访父母认同科技创
新，让人们有更多机会接受良好的教
育。

约四分三（73%）的香港受访父母知
道网上学位的存在，而接近五分三
（57%）会考虑让子女修读全部或部
分学科/单元采用网上教学的学位课
程。另有近三成（29%）父母接受全
部网上教学的学位课程。

千禧世代的父母（34%）比婴儿潮父
母（23%）更接受全面网上教学的学
位课程。

25

57%
受访父母会考虑让子女修读全部或
部分网上教学的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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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与缺点

不少父母都了解网上学位的费用要
比传统校园教学课程便宜得多。他
们认为，网上学位最大的优点是节
省学费（49%）和降低交通/食宿费
用（38%）。

他们也认为，网上教学有两大优
势：生活比较便利，学习环境也舒
适灵活（44%）；学生比较容易兼
顾学习和争取工作经验（30%）。

但父母也列举出网上学位的缺点，
如：与教授和助教的联繋不够密切
（44%）、较少机会与同学交流
(44%)、教学质素不及课堂授课
（40%）。

網上學位的缺點網上學位的優點

较少机会与同学交

流

44%

26

30%
比较容易兼顾学习和争

取工作经验

学科选择较多

27%

问：与传统校园授课的学位课程相比，你认为网上学位课程有何优点/缺点？（访问对象：表示会考虑让
子女修读全面或部分网上教学的学位课程的父母。）

无需亲到校园，减省交通/

食宿费用

38%

学费较廉宜，降低整体大

学教育支出

49%

学习环境比较舒适、灵活

44%

与教授和助教联繋不够

密切

44%

教学质素不及课堂授课

40%

较少机会扩大人际网络

40%

并非适用于所有学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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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8%

8%

4%

10%

10%

11%

便宜75%

便宜50%

便宜25%

同等水平

免费才会考虑

免费也不考虑

不知道

从钱说起

如果网上学位的学费比传统校园学
位便宜，近三分之二（65%）受访
父母表示会考虑网上学位课程。

近五分之二（38%）父母认为网上
学位的学费应比传统学位便宜
50%，才会考虑，而19%认为应该
便宜75%才愿意考虑。

十分一受访父母（10%）表示，即
使网上学位是免费的，也不会考
虑；持这种观点的以婴儿潮父母
（17%）较多，千禧世代的父母较
少（7%）。

由于住宿费、学习材料和学费比较
低廉，网上学位整体的花费可以比
传统学位便宜25%至50%不等。

大多数父母会考虑网上学位课程，如果学费比传统学位：

问：网上学位课程的学费应该比传统校园课程便宜多少，你才会考虑让子女选择网上课程？（访问对

象：所有受访父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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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建议

以下是根据调查结果得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和可行建议，希望有助父母为子女做好准备。

及早筹划 准确了解所需
的花费

考虑外国大学 开始作长远准
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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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建议

35%
受访父母后悔没有更
早开始储蓄子女的教
育费，26%认为当初
应该为此储蓄更多。

及早筹划和储蓄子女
的教育费，可以帮助
你的孩子尽量发挥潜
能，而不会使家庭财
政大失预算。咨询专
家的意见，让你的计
划更周详，决策更精
明合理。

准确了解
所需的花费

考虑外国大学 开始作长远准
备

以下是根据调查结果得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和可行建议，希望有助父母为子女做好准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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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建议

132,161美元
是受访父母供给每名
子女从小学、中学到
专上教育的平均支
出。

孩子从小学都大学的
教育费可以十分昂
贵，应当预留足够的
基金，支持他们在各
阶段的发展和考取必
要的资格。

考虑外国大学 开始作长远准
备

及早筹划

以下是根据调查结果得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和可行建议，希望有助父母为子女做好准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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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建议

53% 
受访父母考虑送子女
到海外升读大学，但
其中19%人并不知道
海外教育所须的花费

让子女到海外升读大
学，有助他们学习独
立和提升就业机会。
切记要考虑所有可能
的境况，包括：学
费、国际旅费上升和
汇率变动。

开始作长远准
备

及早筹划 准确了解所需
的花费

以下是根据调查结果得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和可行建议，希望有助父母为子女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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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建议

86%
受访父母正在供给孩
子的大学教育费，而
90%的父母会考虑让
子女修读研究院课
程。

父母供给子女的教育
费，很可能一直延续
到他们二十多岁。你
应该多了解如果孩子
的求学期延长，额外
的支出是多少，从而
预备应对方案。

考虑外国大学及早筹划 准确了解所需
的花费

以下是根据调查结果得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和可行建议，希望有助父母为子女做好准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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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份报告

《教育的价值》报告是一份由汇丰
授权进行的研究，就环球教育趋势
撰写独立的消费者调查报告，其内
容探讨全球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取态
与行为，所发表的意见深具权威
性。

本报告名为「志存高远」，是研究
系列中的第四份报告，反映全球15

个国家及地区多达8,481名父母的
意见。

自2014《教育的价值》研究项目开
始，迄今全球已有超逾24,000名父
母参与调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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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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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价值》报告是一份由汇丰授
权进行的研究，就环球教育趋势撰写
独立的消费者调查报告，其内容探讨
全球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取态与行为，
所发表的意见深具权威性。

本报告名为「志存高远」，是研究系
列中的第四份报告，反映全球15个国
家及地区多达8,481名父母的意见。

自2014《教育的价值》研究项目开
始，迄今全球已有超逾24,000名父母
参与调查。

15個國家及地區包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埃及

 法国

 香港

 印度

 印尼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新加坡

 台湾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英国

 美国

研究对象的抽样方法为：在进行
调查的每个国家/地区现有的、具
有全国代表性的网上群体中，选
出至少有一名23岁或以下、现正
（或即将）就学子女的父母。

在调查涵盖的所有国家/地区中，
我们共访问了500名父母（其中至
少150名父母有一名子女正在读大
学或大专）。

所有数据均已调整为最接近的整
数。

本次调查由英国调查公司Ipsos

MORI于2017年2月在网上进行，
另在埃及进行了面对面访问。

此份香港报告代表500名香港父母的
意见。

调查



教育的价值志存高远

关于这份报告

35

《教育的价值》报告是一份由汇丰
授权进行的研究，就环球教育趋势
撰写独立的消费者调查报告，其内
容探讨全球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取态
与行为，所发表的意见深具权威
性。

本报告名为「志存高远」，是研究
系列中的第四份报告，反映全球15

个国家及地区多达8,481名父母的
意见。

自2014《教育的价值》研究项目开
始，迄今全球已有超逾24,000名父
母参与调查。

定义

*教育费用（研究方法）
在计算教育费用时，本调查询问
受访的父母目前为子女所支付的
小学、中学、专上教育（至本科
程度为止）费用的任何组成部分
（例如：学费、课本、交通、住
宿等费用）的每年平均总额是多
少。

将每个学习阶段的每年平均支出
总额，乘以相关地区的各阶段教
育年数，得出每名子女的教育费
总额。

所用的汇率以新西兰外汇服务公
司（NZForex）2016年平均汇率
表为依据。

小学教育：又称小学、基础教育

中学教育：又称中学、高中

高等教育：又称专上学院、大学

学院：又称贸易、技术、职业先修或职
业训练学院

大学：又称延续教育、高等教育或学院

千禧世代父母：1980 至1997年生的父
母

X 世代父母：1966 至1979年生的父母

婴儿潮父母：1945至1965年生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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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教育计划
汇丰教育计划的宗旨是激励年轻
人奋发向上。汇丰集团除了在全
球各国家/地区资助范围极广的教
育项目之外，还举办两大环球教
育计划：汇丰青年机会计划
（HSBC Youth Opportunities 

Programme）与国际成就计划
（JA More than Money）。青年
机会计划旨在协助最贫困无助的
青少年接受教育和生活技能训
练。国际成就计划则帮助七岁到
十一岁儿童学习如何理财和职场
成功的必学技巧。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是汇丰集团的
母公司，总部设在伦敦。汇丰集
团在欧洲、亚洲、北美洲及拉丁
美洲、中东及北非 70 个国家和
地区设有约 4,000 个办事处，为
全球客户服务。于 2017年 3 月
31 日，集团的资产总值为
24,160 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银
行及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教育的价值》报告是一份由汇丰
授权进行的研究，就环球教育趋势
撰写独立的消费者调查报告，其内
容探讨全球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取态
与行为，所发表的意见深具权威
性。

本报告名为「志存高远」，是研究
系列中的第四份报告，反映全球15

个国家及地区多达8,481名父母的
意见。

自2014《教育的价值》研究项目开
始，迄今全球已有超逾24,000名父
母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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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份报告

本报告所载资料及／或意
见只属研究资料，并不构
成销售或要约购买任何金
融服务及／或产品，或者
对于此类金融服务及／或
产品的任何意见或建议。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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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价值》报告是一份由汇丰
授权进行的研究，就环球教育趋势
撰写独立的消费者调查报告，其内
容探讨全球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取态
与行为，所发表的意见深具权威
性。

本报告名为「志存高远」，是研究
系列中的第四份报告，反映全球15

个国家及地区多达8,481名父母的
意见。

自2014《教育的价值》研究项目开
始，迄今全球已有超逾24,000名父
母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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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价值》报告是一份由汇丰
授权进行的研究，就环球教育趋势
撰写独立的消费者调查报告，其内
容探讨全球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取态
与行为，所发表的意见深具权威
性。

本报告名为「志存高远」，是研究
系列中的第四份报告，反映全球15

个国家及地区多达8,481名父母的
意见。

自2014《教育的价值》研究项目开
始，迄今全球已有超逾24,000名父
母参与调查。

版权

©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2017

版权所有

凡使用及引述本报告的任何内容摘录，必须注明「蒙允许转载自汇丰控股
有限公司2017年发表之《教育的价值》「志存高远」报告。」

HSBC汇丰是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商标，一切有关HSBC汇丰的权益，均属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所有。除上述用途外，概不得使用或复制HSBC汇丰商
标、标志或品牌名称。

由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刊发
www.hsbc.com > Retail Banking and Wealth Management

HSBC Holdings plc

8 Canada Square， London E14 5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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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价值》报告是一份由汇丰
授权进行的研究，就环球教育趋势
撰写独立的消费者调查报告，其内
容探讨全球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取态
与行为，所发表的意见深具权威
性。

本报告名为「志存高远」，是研究
系列中的第四份报告，反映全球15

个国家及地区多达8,481名父母的
意见。

自2014《教育的价值》研究项目开
始，迄今全球已有超逾24,000名父
母参与调查。

责任声明

本报告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并不构成销售要约或招揽要约购买任何金融服务
及/或产品，或有关该等金融服务及/或产品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本报告并不拟
提供专业意见，因此不应赖以作为此方面之用途。阅读此报告的人士在需要
时应征询适当的专业意见。请透过理财计划评估寻求所需的财富管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