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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培育子女，鋪設康莊學業路，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都是一眾家長的第二事業。然而，世事不斷變化，新型冠狀病毒為全球

帶來的衝擊，導致全球多地被逼停課數月，教學進程受到阻礙，部份海外留學生甚至須飛返原居地避疫，各種挑戰都是前所未見。

但在另一邊廂，社區隔離等抗疫措施卻增加了一家人的相處時間，有些家長藉此機會提升親子關係，從而更深入了解子女的潛能。

不論種種的變化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這時候可讓大家好好思考未來，反思子女的學習及升學模式，是否只有約定俗成的一套？現在

正好是重新部署子女教育大計的時候，好讓他們能夠輕鬆適應發展迅速的時代步伐，有最好的裝備在未來靈活應變。

我們相信，您由子女出生的那一刻開始，便承諾為他們準備最好，所以，我們亦竭力為您信守承諾，助您早日策劃子女成長路，開展

屬於他們的優裕人生。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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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反思：靈活應變 
除了傳統課堂上的學習外，琴棋書畫、體育運動已是部份小朋友的必修興趣班，而在香港較為非主流的外語、樂器或運動，例如

西班牙語、豎琴、劍擊，更被視之為提升競爭力的秘密武器。家長往往渴求子女在非主流的興趣中突圍而出，但實際上，基本生活技能

及個性培養卻更為重要，例如溝通、情緒管理、社交、協作能力、主動性等。此外，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打亂了我們既有的生活

模式，面對停課的抗疫措施，全球社會隨即衍生出網上教學對策。這種全新的學習方法正需要傳統的基本生活技能來配合。

1. 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hat are the 21st-century skills every student needs?

16種21世紀技能

近年來，由於物質富裕、獨生子女

受到家人的溺愛，父母不自覺培養

出自理能力、情緒智商及抗逆力低

的「港孩」。這現象正好反映出除了

書本上的知識外，家長更要幫助

孩子學習社交及生活技能。世界經濟

論壇有報告指傳統學習未能滿足學生

所需要的知識，所學的技能與實際

所需有著明顯落差，例如大部份工作

更需要日常協作、溝通和解決問題

的技巧，所以我們不能忽視社交與

情感的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報告更提出16種

21世紀的技能，當中分為基礎的專業

知識、面對挑戰時的應對能力，以及

培養良好個性三大範圍1，為子女

作好準備：

畢生受用的21世紀十六般武藝

基礎讀寫能力

如何將核心技能應用在日常工作

技能

如何應對複雜的挑戰

個性的質素

如何應對環境的變遷

1. 讀寫能力 2. 算術能力

7. 具批判性的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8. 創造力 9. 溝通能力

10. 協作能力

3. 科學知識

4. 資訊與通訊科技知識 5. 金融知識

6. 文化及公民知識

11. 好奇心 12. 主動性 13. 堅持與毅力

14. 適應力 15. 領導才能

16. 社會與文化意識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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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下的新現象，例如線上學習開始普及化、短片製作需求大增、企業快速轉型

等，如能具備21世紀的種種技能，自然有能力應對以上種種變化。

學習的趨勢與21世紀技能環環緊扣 

隨著社交媒體的盛行，全球興起了網紅及YouTuber的角色或事業，而早年的Blogger亦

演化成主要以短片分享資訊的Vlogger，讓YouTuber更大行其道，市場亦相應推出

YouTuber入門培訓班、短片製作班等課程，4節的網上課程費用約港幣560-800元2不等。

加上疫情的關係，各行各業對短片製作的需求大增，不僅網紅及網上小店需要製作短片，

教師及興趣班導師也要準備網上教材，可見短片製作已是兩文三語以外的重要技能之一。

而創意、語言、溝通能力等21世紀技能，則為短片吸引更多點擊率，令觀眾更易理解當中

內容的關鍵。

短片製作班

在家學習讓家長有更多時間與子女相處，網上學習在疫情下發展迅速，網上教材唾手可得，

例如香港有不少的興趣班紛紛推出網上課程3，而外國的著名博物館也提供網上的虛擬

觀賞團，讓家長和孩子足不出戶也可以欣賞聞名遐邇的著名館藏，藉此通過互動，發掘子女

的興趣與天賦。

網上學習

網上學習的發展愈來愈廣泛，即使足不出戶，也可以接觸到來自四方八面的知識，同時也

給予小朋友練習語言的機會。語言能力是21世紀技能之一，而英語班一直備受家長歡迎，

近年更愈來愈多家長讓子女學習英語拼音，網上更有外國的免費教材，鼓勵父母陪同小朋友

一起學習。外國有研究指認識語音拼讀的小朋友，與不懂得語音拼讀的小朋友相比，前者

在英文認字能力及拼寫能力均較後者優勝。此外，亦有文獻指，語音拼讀用於教小朋友英文

很重要，因為26個英文字母有44個語音，當小朋友能清楚分辨及熟悉這些語音，對他們

拼讀、拼寫、認字有很大幫助，亦有助他們朗讀英文字6。如子女有優良的英語基礎，在網上

自學或進行Live 網上課程時，學習自然更得心應手。

英語拼音

除了興趣班有轉移至網上教學的趨勢外，英國傳統貴族寄宿學校Harrow School（哈羅公學)

也推出全球首個網上寄宿學校課程，於今年9月起為16至18歲學生提供為期兩年的全日制

A-Level課程，全年學費為15,000英鎊，讓學生不受地域限制，足不出戶便可接受英國頂級

傳統名校教育。

課程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先透過自學教材理解科目內容，再將自己的所想所學帶到線上課室

與老師及同學一起討論，而學校會為每位學生安排一對一的導師跟進學習進度。課程創辦人

強調課程對象為自律性強、可適應長時間網上學習的學生5，所以，學生具備21世紀技能中的

主動性是十分重要。雖然網上學習無法完全涵蓋寄宿學校的優點，但課程繼續保留學院制

的傳統，仍會舉行早會及學院聚會，以及舉辦課外活動包括棋藝會、機械人、藝術學會及

學生報，鼓勵學生在自己身處的社區作各種參與及貢獻。

嶄新網上寄宿學校4

新型冠狀病毒為全球帶來嚴重的經濟

損失，有些行業更嚴重受挫，例如旅遊業及

運輸業等。由疫情引發的旅遊業下行趨勢

已經產生全球影響，有調查指2020年全球

旅遊業收入估計將由預測的7,119億美元

下降至5,686億美元，下降逾20%7。相反，

疫情下的受惠行業包括防疫產品工業、

保險、網上平台、物流及醫療保健8。雖然

我們不能預計疫情的發生，也計算不到其

影響有多深遠，但我們卻可以從其帶來的

衝擊，反思哪些產物是人類必須賴以生存，

哪些專業學科不會輕易被淘汰，例如有關

健康的醫學、護理、物理治療、藥劑、健康

科學，還有教育、甚至基本學科如語言等。

面對大時代的變遷，家長唯有以知識裝備好

子女，才能在未來靈活應變。

從疫情審視選科趨勢

2.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環球青年發展學院:  小小Youtuber培訓入門課程（攝影&錄像製作篇）

3. 明報網站:【停課不停學】藝術興趣班 網盡生機

4. Harrow School Online

5. 明報新聞網: 英國哈羅公學推2年網上寄宿學校課程 每年學費15萬港元

6. 教得樂: 在職媽育兒記: 學英文 首要學Phonics

7. Statista: Coronavirus: impact on the tourism industry worldwide - Statistics & Facts

8. 香港經濟日報:【搵工．轉工】失業轉行有咩選擇？5大受惠疫情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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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得樂: 五個小孩的校長：我看混齡教育的優與缺

混齡學習的好處1

實施蒙特梭利教學法的本地學校

突破傳統的教育潮流 

我們常說：「贏在起跑線」，家長亦因此

愈來愈重視子女在幼兒階段的學習

發展，而前文提及的21世紀技能，可以

從小開始培養，成就未來面面俱「全」的

新人類。在外國流行多時的蒙特梭利及

華德福教學法的理念，正好著重自理、

創造力、領導能力等全人技能。無論

是著眼於學術技能的傳統幼兒教學，

還是備受不同國家廣泛應用的方式，

家長為子女選擇幼稚園時應該多加了解

各方的特色是否適合自己子女，以及

自己在家中能否配合有關教育方針。

有別於傳統的幼兒教學法：

蒙特梭利與華德福

蒙特梭利教學法由意大利傑出教育家

瑪利亞．蒙特梭利博士始創，教學手法

以自由為基本原則，強調讓小朋友自由地

探索周遭事物，更主張先讓他們善用

手部接觸教具，利用五種感官學習，

有了穩固的基礎之後，再引導幼兒認識

抽象概念。例如讓小朋友先看過真實

的魚，然後才再去學習有關文字；他們

相信學寫字不用機械化地操練，只要在

生活上有足夠的體會，小朋友自然會有

興趣學習寫字。

奉行蒙特梭利教學法的課室會為學生

提供一個完備、充滿學習動機的環境，

當中的教具是基於蒙特梭利博士多年

觀察孩子需要、日常生活習慣、學習

動機及喜好設計而成，務求啟發小朋友

的好奇心，培養主動的個性，而混齡

學習是蒙特梭利教學法的一大特色。 

International Montessori School

Discovery Montessori School

Woodland

Island Children Montessori School

Best Concept

Infinity

Intelligence Montessori World 

蒙特梭利（Montessori Education）

培養及提升個人領導才能

高班學長會學習到照顧學弟學妹的

責任，培養他們成為班中的小領袖。

學弟學妹得到學長的照顧，從中曉得

尊敬之道。

學會尊重 

混齡教室裡，幼兒班的學弟學妹也會

成為高班學長，在班中擔任主要的

角色。

建立自信 

課室內較年長的同學有更完善的

發展，幼兒透過與他們相處，能學習

更多。

增強社交、語言及思維能力 自理

全人技能

創造力 領導能力

蒙特梭利及華德福教學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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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mpimom: 華德福崇尚自然教學

3. Island Waldorf School

華德福教學的好處

華德福教學法是由奧地利科學家兼哲學家Rudolf Steiner於1919年創立，至今全球

已有超過70個國家、2,000多間學校採用。華德福教學法有四大重點：

華德福教學法將兒童的成長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大約7年。第一個階段為0至7歲，

兒童正發展身體感官，需要高度自由的體驗式學習；第二個階段為7至14歲，正受情感

主導，用故事、繪畫和遊戲教學，可以刺激他們的求知本能；第三個階段為14至21歲，

能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力，並且將價值觀融合在學術、實踐和藝術之中。

華德福教學法（Waldorf Education）2,3

主張親近大自然

實施華德福教學法的本地學校

Garden House

Waldorf Primary School

Island Waldorf School

親近大自然讓身、心得到全面發展。

從快樂學習引發小朋友對學習的熱情

及好奇心，適合喜歡無壓力下學習

的小朋友。

啟發創意及想像力。

7歲前的幼兒只是「感官體」，所以要

小孩的身、心、靈得到全面的發展，

應該要讓他們靠感官學習，不需要

看書、寫字，只需靠感官學習，所以

任何唾手可得的天然材料都是小孩子

的學習工具或遊戲，如乾樹葉、

石頭及貝殼等。

重視創造力及想像力

華德福給小朋友很大的發揮空間，

例如布偶公仔多是沒有五官，任憑

他們賦予它情緒，可以是喜亦可以

是悲，隨意發揮。

重視既定的學習節奏

小朋友從每天上課的次序學習生活

的節奏，例如早上自由活動後會

唱歌，然後才開始戶外活動；下午

是藝術活動，上下午課程節奏分明。

強調藝術教育 

通過繪畫、歌謠或烘焙工作坊，

把藝術想像力注入小朋友心中。



1. 《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2019/20學年》及不同機構、學校網站

蒙特梭利與華德福的教學法與傳統幼兒

教學法截然不同，較明顯的就是傳統

教學較著重紙張作業，讓小朋友將抽象

概念記進腦內；還有按年齡分級的集體

學習，由老師主導學生的學習進度，有

機會令兒童養成被動心態。儘管幼稚園

傳統教學法有不少涉及抄寫、計算等

功課，但有些家長或會認為小朋友早點

習慣這種模式，升小學時會倍感輕鬆。

家長為子女選擇幼稚園的時候，除了要

清楚學校的教學手法是否適合他們的

個性外，還要考慮升小一時的銜接問題，

例如升讀國際課程還是本地的主流學校，

而近年甚受家長歡迎的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國際文憑）課程，也著重

學生主動學習、自動建構知識、以及跟

同學協作，理念與蒙特梭利與華德福

教學相近。然而，家長要留意蒙特梭利與

華德福教學法的理念同樣是不讓小朋友

在小學或7歲前學習寫字，當他們進入

主流小學時，做家課或會感到吃力，

家長需要從各方面比較，並從中為子女

作取捨。

傳統幼兒教育 選擇幼稚園要注意的事項

銜接問題

香港有不同類型的幼稚園，當中涵蓋

非牟利及私立學校，一年學費由免費至

港幣219,000元不等。一般來說，應用

蒙特梭利與華德福教學法的幼稚園，

其學費都比傳統幼稚園昂貴，例如港島

兒童蒙特梭利幼稚園的每年學費為

港幣88,000元（半日班），而傳統幼稚園

的學費可低至免費1。

如果家長因不同原因未能為子女選擇

蒙特梭利或華德福教學的學校，但又

認同當中部份理念，其實也可以在空餘

時間自行教學，例如在家庭聚會加入

親近大自然的活動，又或從日常生活中

鼓勵子女主動探索身邊的事物，這也是

一種理想的培育方法。

學費開支

傳統教學

將抽象概念
記進腦內

集體學習

紙張作業

7 第二章



2.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Benefits of the IB

3 LinkedU升學: 【教育王國】只有真學霸才適合學習IB課程？

4. Oh!爸媽: 【Ryan Chan】IB課程的改革及與時並進

5. 英倫海外升學中心: IB課程

由瑞士日內瓦的國際學校創立的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國際文憑）

課程已有46年歷史，是全球國際學校

廣泛採用的課程體系，目前全球有將近

5,000多間IB認證學校，課程亦已擴展至

小學項目（PYP）、中學項目(MYP）和

大學預科項目（DP）三個類別。由於

IB學歷受世界各地大學高度肯定，故被

家長視為銜接海外升學的橋樑，在香港

亦愈來愈受歡迎。現時已有66間直資

及私立學校開辦各級的IB課程，例如

拔萃男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及保良局

蔡繼有學校等，成為新高中學制以外

的一個另類選擇。

 

IB的高中文憑（IBDP）由六組課程及三大

核心組成2。

每一個IB科目的課程規定每7年更新一次，希望課程與時並進之餘，也增加實用性。

IB科目著重訓練學生的理解能力及邏輯思維，培育全面的學生，幫助適應大學學習

模式。由於核心課程涵蓋論文寫作，所以對學生的英文能力要求甚高4,5。

與時並進 培育「全人」

IB課程

六組課程3 三大核心3

第一語言

知識理論
（Theory of Knowledge） 

第二語言

個人與社會

(歷史、地理、經濟、
商業管理、心理學、

哲學、宗教等)

著重培訓學生批判性思考。

課程結束時，要求學生結合

實際生活寫一篇1,600字的

論文並作演講。

論文
（Extended Essay） 

要求學生選擇一個感興趣

的課題，獨立研究並完成

4,000字的論文。

創造力、活動及服務
（Creativity, Activity, Service） 

要求學生參加藝術創意類、體育

健康類和社會服務類的活動，

致力實現7種學習成果，從而建立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服務社會。

實驗科學

(物理、化學、
生物、設計、
運動及健康等)

數學

(有各種不同難度
的課程供選擇)

藝術
(音樂、舞蹈、電影、
戲劇、藝術設計等)
或從第2至4組中
再選取一科。

突破傳統的教育潮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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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DP Education: 最新2020世界大學排名

2. EF: 德國升學

3. TOPick: 學費平排名高 德國成海外升學新熱點

9 第二章

一直以來，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等英語系國家，都是

家長讓子女到海外升學的熱門之選。隨著地球村的概念興起，

更多家長及學生對前往非英語系國家升學抱持開放態度，

追求非主流的優質學習機會，而且部份西歐國家如德國、

法國、芬蘭、挪威等，都有為本土或海外生提供相宜，甚至

近乎免費的高等教育，而基本入學條件包括須達當地語言

水平的高中程度。 

非英語系國家除了學費相宜，其學科種類都比香港廣泛，有助

學生在未來開展更廣闊的就業前途，迎合追求更遠大發展及

有不同抱負的學生。 

前往非英語系國家升學   

眼光更闊更遠

部份非英語系國家的留學資料概覽

語言要求

德國升學的好處

德國大學教學質素非常優越，擁有許多

歷史悠久的知名大學，當中更不乏出產

諾貝爾獎得獎者的學府，據《泰晤士高等

教育世界大學排名2020》，慕尼黑大學、

慕尼黑工業大學及海德堡大學分別擠身

第32、第43及第44名1。德國大學和學院

有500多所，開設專業課程將近17,000個，

註冊學生總人數約260萬，海外留學生

大概佔15%。由於德國的公立大學由政府

資助，學費幾乎免費，吸引了不少香港學生

前往就讀2。

德國會特別安排工作機會予外國學生申請，

學生畢業後可延長學生簽證長達18個月，

以便有充裕的時間求職。德國的汽車品牌

聞名於世，所以其工程及理科學科較受香港

學生歡迎。另外，德國是一個著重環保的

國家，在當地進修有關學科不但有機會學以

致用，在香港亦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回港

後或許可找到較理想的出路3。

升讀大學先修課程Studienkolleg的德語

要求是B1級別（一共六個等級，最低為

A1，最高為C2）；以全德語授課的大學

課程，則根據不同專業而對德語成績有

不同要求，比如文史類需要達到C2，其他

的相對較為寬鬆。學生可以通過兩種

德語考試來證明自己的德語能力，TestDaf

德福考試（大約需要4級或以上），或DSH

(只在德國設立試場，大約需達到DSH-2）。

對於報讀德文和英文雙語教授課程的

學生，在提供TOEFL托福或IELTS雅思

成績之外還需要提供德語能力的證明2。

費用

德國大部份公立大學及各程度的學位

課程均不收取學費，包括以英語授課

之國際課程。本地生及海外生均享有

相同福利。入讀這些公立大學學士

學位課程的學生，只需要每學期繳交

250至300歐羅的註冊費，就可以享受

德國高質素的大學教育，但要留意

巴登-符騰堡州(Baden-Württemberg）

自2017/18學年起向海外生徵收學費，

每學期1,500歐羅起4。

另外，德國亦有相當數量的私立大學，

尤其是藝術設計院校。如考慮入讀德國

私立大學，要留意不同學校之間的學費

差異較大，部份私立大學學費可能高達

每月20,000歐羅2。在生活費方面，大約

是每月850歐羅，而住屋佔當中大部份

的開支4，約每月290至560歐羅，一些

城市如科隆、慕尼黑、漢堡、法藺克福

的租金會較高5。

德國

TestDaf

德福考試

大約需要
4級或以上

大約需達到
DSH-2

DSH

4.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德國

5. DAAD: Cost of living, around 850 euros a month for living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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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要求

法國升學的好處

由於法國90%的大學學士學位仍然以法文

授課，申請人需要有一定的法語能力。一般

來說具Dele Dalf的B2成績（中級程度)

即可，但有些課程會要求較高的法語水平，

因此需要Dele Dalf取得C1級別（高級

程度），又或者需要參與學校的法語考試7。

法國提供高質素教育，其中航天科技科目

甚至達到世界級水平；工商管理、基礎

科學及應用、語言類等學科都位列世界

前3名；藝術學科更是首屈一指的熱門

科目7。除此之外，國際商貿及時裝學科

都是當地的熱門學科。法國紅酒舉世

聞名，如對紅酒有關的學科有興趣，法國

更加是升學目的地的不二之選，因為學生

除了在當地學到具權威的專業知識外，

更可為日後事業開展出路8。

語言要求13

芬蘭的高等教育提供逾400個以英語

授課的學士及碩士課程，如果海外生希望

選讀以芬蘭或瑞典文授課的課程，有關

語文能力則需達流利程度。如能有足夠

的語言能力，選擇自然比別人多。

芬蘭升學的好處

芬蘭獲聯合國全球幸福指數排名

第一位11，當地人對外國人態度友善，

主張快樂學習，而且教育制度並非奉行

填鴨式及菁英制，著重公平理念，營造

和諧的學習氣氛，如希望給予子女一個

較輕鬆的學習環境，芬蘭會是一個理想

的升學地12。

費用

法國政府於去年宣佈從2019-2020學年

起，法國公立大學的學士及碩士課程註冊

費為2,770歐羅及3,770歐羅。由於學費

仍然全免，相比起其他熱門升學國家如

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等，留學法國

仍然是較相宜的選擇。而法國的私立大學

學費每年一般需要3,000至20,000歐羅。

在生活費方面，巴黎大約是每，1,250至

1,400歐羅9，其他城市如波爾多、里昂或

圖盧茲則大約每月850至1,000歐羅9。 

費用

雖然芬蘭實行全民免費教育，但由2017年

8月開始，非歐盟或非歐洲經濟區的學生

到芬蘭就讀以英語授課的學士及碩士學位

課程需要繳付學費，不過費用仍然較英國、

美國、澳洲及加拿大等熱門國家便宜，

全年學費約4,000至18,000歐羅；而博士

課程或以芬蘭或瑞典文授課的學士及碩士

學位課程則免學費，而每名學生的每月

芬蘭高等院校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

綜合性大學，包含音樂、戲劇、美術和

商學院等不同學院，注重學術研究的

傳統大學；另一類是在90年代由技術

學院轉型而成的應用科技大學，這類的

應用科技大學著重區域發展，每個學位

都必定融入實踐培訓10。

法國教育同樣擁有悠久傳統，法國公立

大學多屬綜合性大學，涵蓋領域廣泛。

據2017年一項統計顯示，全球有460萬名

留學生，當中7%的學生在法國留學，是

繼美國、英國、中國後，與澳洲及加拿大

並列全球第四大最多國際學生的國家6。

法國

芬蘭

生活費大約為700至900歐羅，但亦需

視乎所住地區及生活方式而異。此外，芬蘭

的大學生每年可選擇繳付約80至100歐羅

的學生會費用，這費用可賦予學生證持有人

享有學生餐廳及公共交通工具的優惠12,14。

此外，同樣位處北歐的挪威，更為非本地

生打開免費的高等教育之門，也是理想的

求學目的地。

芬蘭
學費相對其他
海外國家便宜

英語課程學費

$

法國的私立大學

每年一般需要

3,000至
20,000歐羅

6. Study International: Which country is home to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student population?

7. EF: 法國升學

8. Study in France : Other Popular Courses in France

9. Study.eu: Tuition fees in Franc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10. 學聯海外升學中心: 芬蘭升學

11. 香港經濟日報: 全球幸福指數2020揭盅 芬蘭最幸福 港排78位

12. TOPick: 芬蘭免費讀大學 過來人分享經驗

13. Study in Finland: Study programmes

14. Study in Finland: Fees and Costs



海外升學路的變數 

英國一直是香港學生的升學熱選，

加上當地政府近日推出了入境簽證的

新政策，無疑提升了到英國升學的

吸引力，更令不少家長決心為子女的

英國升學做好準備1。然而，要靈活

應對常有變動的政策，家長應先了解

清楚當地的學制，方便日後部署。

英國升學更需靈活部署

英國學制2

不同的國家對外地人的簽證條例與措施，或會根據時局及該國政策而有所變更，對家長及學生來說，升學目的地的選擇或會隨之而變。

5歲開始升讀小學 Year 1- 6

初中

高中會考課程（GCSE)

高級程度會考課程（A- Level）/
 

學士課程 

Year 7- 9

高中

Year 10 -11

大學

Year 1-3 

預科

Year 12-13

國際文憑（IB Diploma）

（個別學系如醫科除外）

1. TOPick:【英國升學】BNO持有人子女可免費讀英公立學校 升學專家：公校質素參差宜慎選

2. Schooland: 英國學制與香港學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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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 

大學

英國的公立與私立學校3

擁有高就業率的學士學位8

倫敦中部5大著名私立學校的學費參考6  

大學基礎班

英國的公立學校為5至16歲學生提供免費

教育，現在全國有大約93%的學生在這類

政府資助的學校就讀。這類公立學校稱為

State-funded School或State School。

私立學校稱為Independent或Private 

School，沒有政府資助，另有部份私立

學校稱為Public School（公學），是極少數

提供精英教學的貴族學校，如香港人較

熟悉的Eton College、Harrow School，

前者更培育了威廉王子、哈里王子及19位

英國首相而聞名4。

未能入讀公立學校的留學生，一般會入讀

私立學校，而不連寄宿的私立日校學費約

15,000至19,000英鎊一年5 。

英國擁有160多所大學及學院7，以及多不

勝數的課程，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能力與

興趣，選修理想的學科。英國的大學採用

UCAS聯合招生系統，申請者只能開立

一個賬戶並提交一份Personal Statement 

(個人陳述），最多可申請5個科目選項。

當地大學的收生標準因個別大學而異，

如公開考試成績未如理想，也可以報讀

一年的大學基礎班（Foundation），如學分

達標便可銜接學士課程。

英國政府並沒有官方的英國大學排名名單，

眾多排名名單中，受廣泛認可為權威的

有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及泰晤士報 

(The Times）每年更新的英國大學排名。

這些排名都能夠幫助申請英國大學的學生

對英國的大學有初步的概念。然而，英國

的大學數量繁多，而部份大學都有其表現

較為出色的學科，學生可從自己感興趣

的專業學科的排名來作選校參考。

費用

英國大學的學費會因應報讀的科目而

不同，一般來說，醫科學費最貴，文、商科

學費較便宜。

每年10,000 － 20,000 英鎊9

大學

每年11,000 － 40,000英鎊10

生活費

每年約11,385英鎊（倫敦及周邊地區）9

每年約9,135英鎊（倫敦以外地區）9

學費（每學期）學校

學位
畢業生首年的就業
或持續進修之百分比

6,390英鎊

6,686英鎊

Year 3-6 

4,750英鎊

Upper School

The King Alfred School - 

Golders Green 

Kensington Preparatory School - 

Fulham

North Bridge House Preparatory School -  

Regents Park 

St Christina’s School - Primrose  Hill

6,782英鎊

5,955英鎊

（每學期需額外繳付298鎊午膳費用）

6,425英鎊

（每學期需額外繳付360鎊午膳費用）

如要了解英國寄宿學校基本資料，可參閱本冊子第五章的內容。

Arnold House School - St John’s Wood

醫科及牙科

護士

獸醫

教育

社康護理

97.5%

95.2%

93.6%

91.7%

91.3%

海外升學路的變數 12

3. Oh! 爸媽:【英國留學】BNO平權 放眼英國公立學校 ︳Mabel Lucy

4. TOPick: 英國伊頓公學來港推暑期課程 2400元學做領袖跟威廉王子做校友

5. EDU進修生活:【英國移民】BNO護照入讀英國公立學校資格尚未落實 移民家長兩手準備選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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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ritish Council: 如何選擇大學或學院

8. Study International: These are the UK's highest paying and most employable degrees

9. 英識教育: 大學預計學費及生活費用

10. British Council: 留學費用及預算



澳洲總理早前對當地的學生簽證或臨時工作簽證推出新政策1，有關措施或會吸引更多香港學生考慮前往澳洲升學。如果有意

在畢業後留在澳洲發展，在選科時，除了考慮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外，還要了解澳洲人力市場需求，盡量選讀一些在澳洲有長遠

需求的學科，目前熱門的專業有護士、工程、測量、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2。澳洲的醫科、護士學、醫務護理、物理治療、

醫藥學等都是當地的熱門學科，而獸醫更是當地的皇牌科目3。

澳洲放寬學生簽證條文

澳洲「八大」4,5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在研究水平、

科研及教學等方面都擁有相當高的國際聲譽，

對各專科的學術研究也是一直處於領導地位。

根據QS世界大學排名，常在澳洲八大中名列

前茅。

2020QS排名29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在澳洲，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眾多

學系均享有高就業率，其中工程學科以及商科

在全球業界赫赫有名，而房地產與建築管理

專業也是該校著名的學系之一。

2020QS排名43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的校園建築被譽為

世界最漂亮的大學校園之一，其法學院是美國

哈佛大學法學院在南半球指定合作的夥伴。

2020QS排名42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醫學院在一眾

澳洲大學裡聲望最高，其醫學系和教育科系

都可以擠進世界前10名6。

2020QS排名38

澳洲八校聯盟－「八大」常被譽為澳洲版的常春藤（Ivy League）。在QS世界大學排行榜（QS）和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排名之中，

「八大」成員彼此之間的排名雖然有所不同，但排名皆在150以內，在澳洲大學的排名中，更是名列前茅。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長年在QS排名

中穩佔世界前50名，其教學和研究教育一直

處於領先地位，更於學術研究投放大量經費，

在整個昆士蘭建立了40多個研究機構，在學術

水平上每年不斷進步，而在校博士生的數量

也高於其他大學。

2020QS排名47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University畢業生的就業率與起薪點

一般比其他澳洲學府高，其師資及教育水準

也備受國際肯定。在今年2020的QS世界

大學排名中，Monash University的藥劑和

藥理學科系達到全球第二名7；而該校亦為

各項科目的研究投放大量資金，大大提升

了大學的教育和研究水平。

2020QS排名58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阿德萊德擁有獨特的氣候環境，造就了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葡萄種植與

釀酒碩士課程良好的教學條件，另外與農業

相關的學系也比較優秀。

2020QS排名106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是澳洲

西部大學中，就業率最高的學校。由於西澳

蘊藏豐富的能源礦產，所以該校跟礦產、

能源學系相關的畢業生，一般都在畢業前

獲公司聘用。

2020QS排名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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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C News: Chinese embassy accuses Australia of violating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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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h! 爸媽: 【澳洲升學懶人包】一文睇清﹗澳洲留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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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讀澳洲大學的成績要求2,3

英語要求

大學收生的英語標準一般為 IELTS

雅思6.0或DSE英文科達4級或以上；

而部份頂尖大學有細分要求，如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收生要求

IELTS雅思各部份不低於6.0。

學術成績

需視乎A-Level、IB或DSE成績；以

DSE為例，基本要求為5科要達到3級

或以上，即總分為15分或以上，但仍需

視乎不同學院及學系的個別標準。

費用8

英語課程

每週270 － 660澳元

中學課程

每年13,000 － 83,000澳元

大學基礎課程

每年18,000 － 50,000澳元

證書/文憑課程

每年12,400 － 43,200澳元

（已包括住宿費）

海外升學路的變數 14

4.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5. 澳洲留學網 - 傑瑞斯: 【2020澳洲八大名校聯盟】學校及科系精闢分析

6. Art of Smart : Top 5 Medical Schools in Australia:  for 2020 Revealed

7.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Pharmacy & Pharmacology

8. aec教育顧問: 澳洲升學學費及生活費



鋪設子女教育路 

現時香港的幼稚園分為非牟利及私立

兩類，當中755間非牟利的幼稚園參加了

政府推行的幼稚園計劃1，如果家長有興趣

為子女報讀計劃內的學校，便要留意統一

的收生安排及流程。在揀選幼稚園時，

家長應該從學校的教學方法，例如前文

提及的傳統及非傳統的教學方式、環境、

教學理念去考量，也可留意校園開放日，

並帶同小朋友參觀校舍，一起了解學校的

資源及設施，讓他們感受學校的氛圍。

幼稚園

2021/22年度
幼稚園教育計劃收生流程2

莘莘學子由幼稚園、小學、中學以至升讀大學，差不多有19年時間就學，在這快樂的成長時期中汲取知識、培養良好品格及個性、

探索自己喜歡發展的領域，對未來人生可能有著重大的影響，尤其在這個充滿變數的世代，家長都想為子女裝備最好，所以每逢要

揀選學校的時候，家長都會嚴陣以待，務求子女能夠如願升讀心儀的學校。

家長向教育局遞交
「幼稚園入學註冊證」
(「註冊證」)申請

如申請人在遞交
申請時已提供全部

所需資料及證明文件，
教育局一般可在

六至八個星期內完成審核

並以郵遞方式
發放「註冊證」/

「幼稚園入學許可書」
（「入學許可書」）

給申請人

家長向心儀的幼稚園
遞交2021/22 K1入學申請

於「統一註冊日期」
（即2021年1月7至9日）

到一所幼稚園註冊提交
「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並繳交註冊費

如申請人
獲取錄

於「統一註冊日期」後
（2021年1月底開始）

參考教育局公布的
幼稚園K1空缺資訊，
並往尚餘學位的幼稚園

遞交入學申請

如申請人
不獲取錄

2020年
9月至11月

2020年
9月至11月

幼稚園通知申請人

K1學位申請結果

2020年
12月18日前

1. TOPick: 9成全日制幼稚園 參加免費幼教計劃後仍向家長收費

2. 教育局: 2021/22 學年幼稚園幼兒班（K1）收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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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小學主要分為4大種類：官立小學、津貼小學、直資小學及私立小學3

小學

官立小學由政府開辦，
直接由教育局管理 。

官立小學

按教育局指引編排的核心
課程，如中、英、數、
常識等，亦會因應個別
學校設計特色課程。

基本上與官立小學無異。

直資小學與官、津小學
一樣，為學生提供本地
課程，不過在課程編制、
教學語言及資源運用方面
都較有彈性。

與直資學校一樣，私立
小學在課程編制上，擁有
極大的自由度，例如為了
銜接國際學校和外國
課程，學校可提供國際
文憑課程，而為了學生的
全人發展，更有學校提供
EQ的訓練。

所有新生都必須經由政府
的小一入學派位，包括自行
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

與官立小學一樣，所有
新生須由政府的小一入學
派位，包括自行分配學位
及統一派位。

學生不論居住校網，都可
自行報名。學校可自訂
收生日期，設立面試及
收生準則，唯不能設筆試。

學校擁有完全獨立的
自主權，包括收生地區、
面試日期和形式等，但按
教育局的指引，通常不設
筆試。

津貼小學由辦學團體向
政府申辦，通常為宗教
或慈善團體，而學校的
管理則由辦學團體協會
委派校董會負責。 

津貼小學

直資學校由法團校董會或
校董會自行管理，並享有
一筆按學校合資格學生
人數計算的政府津貼。

直資小學

辦學團體自資經營，由
校董會自行管理，沒有
政府的資助。

私立小學

不須繳交 須繳交

定義

課程

收生
方法

學費

3. myschool.hk: 官立、津貼、直資、私立小學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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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官立、津貼、直資及私立學校的入學申請方法及日期各有不同，如家長想安排子女入讀心儀的學校，必須認清收生程序。

2020年3月至10月期間：直資/私立小學開始接受小一入學申請。2020/03直資/私立小學

2021/2022學年小一入學申請程序1

小學「自行分配學位」接受申請。

2021年1月下旬：辦理「統一派位」選校手續。2021/01

2021年6月初：公布「統一派位」結果，如不滿派位結果，家長可以到心儀學校「叩門」。2021/06

津貼/官立小學

$

2020/09

2020/11
2020年11月下旬：學校公布「自行分配學位」結果，獲取錄的學生辦理註冊手續。

(不獲取錄的學生可參加「統一派位」)

17 第四章

1. SCHOOLAND.HK: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了解心儀中學的收生準則，然後選擇兩所中學以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透過子女就讀的小學收到「統一派位」選校表格，包括「甲部」和「乙部」，家長需於5月初填妥並交回小學。在「甲部」

選校表中，學生可按其志願選填任何3所學校，不受校網限制；而「乙部」表格，學生則需選擇最多30所其所屬

校網的中學。值得留意的是，電腦在分配學位期間，會優先處理學生在「甲部」的選擇。

公布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如滿意派位，便可前往獲派中學辦理註冊。如派位不理想，可向一些心儀中學「叩門」。

學校或會安排面試，獲取錄的學生會在三月底獲得通知。如在這階段未獲取錄，便要申請下一階段的統一派位。

升中派位入學申請程序2,3,4

自行派位

香港中學與小學同樣分為資助、官立、直資及私立4類。要順利升讀心儀的中學，學生要在小五下學期及小六考好呈分試，因為呈分試

成績會影響「統一派位」的派位組別，也影響「自行分配學位」的基本優勢。

除了申請官立/資助中學外，父母也可為子女同時申請多所直資/私立中學。現時直資中學總數有60所，私立中學只佔非常少數。

直資中學當中，有大約20所會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其他40所直資中學自訂中一收生的程序及申請日期。這些「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通常於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接受下學年中一入學申請，家長要及早準備，以免錯失入讀機會。

中學

1第    階段

統一派位2第    階段

一月

三月

四月

七月

鋪設子女教育路 18

2. SCHOOLAND.HK: 直資中學入學申請時間表（適用於2020年九月入學）

3. SCHOOLAND.HK: 升中選校部署日誌

4. TOPick: 【呈分試升中】家長必知升中派位重要程序 2020年新安排提早公布自行派位結果



國際學校所實施的學制跟香港不同，

而且擁有相當比例的外國學生。香港有

大約50間國際學校，各自開辦不同國家

及IB國際文憑課程。

國際學校主要是為外籍人士子女，或移民

外地回流香港的學生提供教育，但大部份

也歡迎本地學生申請入讀。近年不少香港

家長把子女送進國際學校就讀，希望藉此

提升英語水平，或避免香港本地教育的

功課壓力，甚至是為方便銜接未來的海外

國際學校

香港有21所頒授本地學位的院校，其中

8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分別為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嶺南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1。 

2020年DSE文憑試有18,634名日校考生

考獲「33222」（即中英數通識4核心科，

加1選修科的得分）入大學的最低門檻

成績，佔整體日校考生42.2%，以考獲

「33222」成績的的考生人數計算，平均約

1.4名日校生競爭一個八大資助大學學位2。

專上教育

升學路。然而，家長要留意國際學校一般

只會銜接外國教育制度，不會保送學生

參加香港的公開考試，如子女未來有意

留在香港升讀大學，便要透過非聯招

學生計劃報讀本地大學，這將會是另一番

激烈競爭。

一般

國際學校

不保送參加

香港公開試

只銜接

外國教育制度

1 SCHOOLAND.HK: 香港專上及高等教育概覽

2. 香港01:  DSE放榜2020｜1.4人爭一位 蘇國生料332233有機 學友社：需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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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升學學費概覽

學前階段

學前班
（非牟利/私立）3

幼稚園
（非牟利/私立）3

21,300 -177,485元 21,300 -177,485元1

免費-218,911元 免費-656,733元3

年期 總開支約（港幣)每年學費約（港幣)學校

大學階段

大學
（本地政府資助大學）5

大學
（本地私立大學/院校）5

42,100元 168,400元4

26,350 -105,930元# 105,400 - 423,720元4

小學
（直資/私立）4

小學
（國際學校）4

7,370 -119,350元 44,220 -716,100元6

79,200 -225,710元 475,200 -1,354,260元6

中學
（直資）4

中學
（國際學校）4

700 -130,400元 4,200 -782,400元6

94,500 -266,100元 567,000 -1,596,600元6

中、小學階段

年期 總開支約（港幣)每年學費約（港幣)學校

年期 總開支約（港幣)每年學費約（港幣)院校

#以2019/20學年入學的4年課程學費計算。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年期以一般學制而定，所載資料只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向任何人士提供建議或意見，亦不可視為取代專業意見。任何人士不可按

照本文件任何資料作決定，應尋求特定專業意見。

3. 《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2019/20學年》及不同機構、學校網站

4. 第六章學費參考資料

5.  香港經濟日報《各大專院校自資學位學費一覽》。有關自資學位學費的院校包括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恒生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珠海學院、明愛專上學院、東華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港專學院、宏恩基督教學院、耀中
幼教學院、香港伍倫貢學院及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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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海外  
安排子女入讀寄宿學校 
父母喜歡送子女到外地升學，前文提及

非英語系留學國家的吸引之處，是在於

她們的公立大學為非當地國民提供免學費

待遇，而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等

傳統升學熱門地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例如涵蓋多元化的學科種類、畢業後

留在當地發展事業的機遇等。為讓子女

早日適應外國的校園生活及更容易銜接

海外的大學課程，家長會趁子女年幼時

安排他們入讀寄宿學校，使他們在學習

路上更得心應手。

海外升學的黃金年齡 

傳統升學熱門地

英國 澳洲

加拿大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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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趁子女年幼時讓他們到海外寄宿

不但可以早日適應環境、培養獨立個性，

而且於學習外語方面能事半功倍。然而，

父母悉心安排子女到海外升學時，也應

關心子女的心理狀況，例如他們是否有

遠赴海外獨自生活的心理準備及能力？

當子女遠離家人，難免感到孤獨無助，

從而產生焦慮、抑鬱等心理狀態。如果

子女年齡太小，心智發展還尚未成熟，

在外地面對環境轉變只會增加壓力，

或會影響他們的心理發展。處於青春期

的子女喜歡挑戰權威、尋找自我，甚至

在這個叛逆的時期做出破格的事情，需要

成年人的正確引導。無疑子女在年幼到

海外求學會較易掌握外語的學習，但學習

母語的機會也會相應減少，而父母亦需要

在兩者中取平衡。

在選擇學校時，最好能夠親身實地考察，

掌握第一手資料，而且不應只是注重校園

內的硬件設施和環境，也應該到校園

附近的社區進行考察。當然，父母需考慮

有關學校是否適合子女的發展，而子女

又是否有能力面對各種挑戰。畢竟，

性格與能力因人而異，所謂的升學最佳

時間也不能適用於所有人，父母亦需按

子女的個人性格與能力來決定其合適

的升學時間。



寄宿學校分為男校、女校和男女校，三者

各有特色。男校注重培養紳士氣質和領袖

品格，如建校500多年的著名傳統寄宿男校 

Harrow School，曾培育出多位政界、文壇及

科研名人，包括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印度

第一任總理尼赫魯、前約旦國王胡辛、

前伊拉克國王費薩爾二世、詩人拜倫、考古

學家亞瑟．埃文斯，以及攝影術發明家

威廉．亨利．福克斯．塔爾博特等。 

海外入讀寄宿學校須知

女校偏重培養內涵和淑女氣質，如享負盛名

的傳統寄宿女校Badminton School。該校更

非常重視對學生的關懷照顧，培養她們的自強

和自信心，前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及約旦的

哈雅公主亦是其校友。

女校培養淑女氣質男校注重培養紳士氣質 

男女校特色

當地學校一般分為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公立

學校一般不設宿舍，國際學生只能入住寄宿

家庭。私立學校則可選擇入住宿舍或寄宿

家庭，但入學申請審核非常嚴格，一般要求

學生參加入學考試或面試。

學生可按個人的性格及需要報讀合適的學校，

如入讀公立學校，校內以當地學生居多，對

學生提升英語能力有很大幫助。私立學校的

教學比公立學校嚴格許多，十分注重學生的

全面發展，教學質素相對公立學校為高，因此

學生升讀知名學府的機會更大。

私立中學

私立寄宿中學加拿大的中學分為私立寄宿和公立兩類，公立

中學是由當地教育局統籌及由各區的教育局

決定是否取錄國際學生，校內不設宿舍，國際生

須入住寄宿家庭。

了解自己，配對公立或私立學校 

根據美國法例規定，國際學生選擇公立中學

的話，只能入讀不超過1年的課程，之後便要

轉到私立中學繼續學習。美國私立中學的

學術課程、校內配備等相對優秀，校方更會

為學生提供升學支援，有助他們考入成績

優秀的大學，故很多本港學生選擇直接入讀

私立中學。

入住宿舍讓學生更多時間留在學校，增加了

他們與教師及其他學生的相處時間，藉此增強

溝通能力及團隊意識。有些寄宿學校還為學生

提供學業指導，幫助他們鞏固知識。入住寄宿

家庭則能使學生在與當地人的生活過程中，

體驗澳洲地道文化。

入住宿舍及寄宿家庭各有好處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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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校則有助學生學會與異性相處的方式，並

培養社交能力，於1843年創校的Marlborough 

College，從1989年起由男校轉為男女校，

名人校友包括英國凱特王妃、前英國首相

卡梅倫的妻子謝曼芙、前英國財政大臣歐思邦

的妻子弗朗西絲等。 

父母為子女報讀英國的寄宿學校前，可先前往

www.isi.net查看由「私人學校視察機構」/

「英國私校協會評估監督機構」撰寫有關私立

學校在教學、學生的行為表現、學校住宿、

學生福利及學校設施等表現的督學報告。

家長只需在該網頁輸入學校名字，學校資料就

一目了然。

私立中學可分為有宿舍及不設宿舍兩種。

學生入住宿舍，生活有規律，加上生活上一切

要自理，有助訓練學生紀律性及獨立自主

能力。學生週末或假期有機會在當地，甚至到

鄰近國家進行實地考察，遊覽各地名勝古迹，

有助擴闊視野。學生入讀不設宿舍的學校，

則需要入住寄宿家庭，讓他們經常有機會與

當地人溝通，從而提升英語水平。有些寄宿

家庭的父母更會帶學生參與各類型的活動及

聚會，讓學生了解美國文化，融入當地生活外，

也能建立人脈，有助將來入讀大學及就業。

私立寄宿中學每日上課時間較短，教師對於

課室管理亦較為寬鬆，適合獨立、自律能力高、

願意主動發問的學生。私立寄宿中學分男校、

女校及男女校三種類型，三者同樣利用小班

教學教授學生知識，讓教師能針對他們之間

的學習差異，調整課程的教學速度，為理解力

不足的學生提供協助。同時，學校重視拔尖

補底，對於學術上較強或較弱的學生皆適合。

另外，寄宿校內有舍監看管學生的日常起居

飲食及作息時間，亦可參與多元化課外活動，

培養有規律的生活習慣及能輕鬆融入外地

文化。



海外寄宿費用概覽

監護人及住宿費 額外費用 生活費用
2019/20年度
學校平均學費

英國

澳洲

美國

中一至中七每學期
（每學年有3個學期）

7,000 -14,000英鎊

每年21,000 -
42,000英鎊1

雜費

每年約3,000英鎊1

購買日常用品

每星期20 -
30英鎊零用錢1

補習班

每堂約15 -
45英鎊1

校服費

約500 -
1,000英鎊1

游泳池、球場及圖書館
等校內設施

免費使用

若參加騎馬及樂器班等活動，
需另聘專業導師指導

每項目每學期
200 -400英鎊1

醫療保險費

每年315 -
369澳元4

一般公立高中

每年10,000 -
14,000澳元2

私立中學

每年16,000 -
30,000澳元2

悉尼、墨爾本生活費

每年約15,000澳元5

西澳、南澳地區

每年約12,000澳元5

一般監護人公司

每年費用1,000 -
2,000澳元3

私立高中住宿
（包膳食及洗衣服務）

每年9,000 -
12,000澳元4

大學生宿舍（不包膳食)

每週150 -300澳元4

租住房屋（不包膳食)

每週80 - 300澳元4

寄宿家庭（包膳食)

每週150 - 250澳元4

一般監護人公司

每年費用780 -
2,600英鎊1

寄宿家庭

每年5,400 -
6,800英鎊1 

中學設有宿舍

學費包住宿費6

中學不設宿舍
（寄宿家庭住宿費）

每年5,000 -
8,000美元7

自行租屋
（視乎地段而定）

每年3,000 -
10,000美元不等7

保險費

每年800 -
1,000美元7

書本費

每年500 -
1,000美元7

生活費用

每年約15,000 -
20,000美元6

中學

每年50,000 -
55,000美元6

加拿大
生活費用

每年約11,000 -
18,000加幣2

一般監護人公司

每年費用約5,000加幣3

私立寄宿中學
學費包住宿費

寄宿家庭
每年9,000 -
12,000加幣4

公立中學

住宿費包水電費
及膳食費

學校宿舍

每年7,000 -
12,000加幣4

醫療保險費

每年約642加幣4

中學

每年12,500 -
59,800加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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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倫海外升學中心網站內容

2. aec澳洲教育顧問網站內容

3. 大地海外升學服務網站內容

4. 創智教育國際升學中心網站內容

5. Ohpama.com網站內容

6. 學聯海外升學中心網站內容

7. iae-taiwan.net網站內容



4大留學國家的大學學費及生活費開支 

英國8
每年學費開支

8,500 - 20,000英鎊

每年生活費開支

約9,135 - 11,385英鎊

總開支 

約52,905 - 94,155英鎊

每年學費開支

17,000 - 50,000美元10

每年生活費開支

約110,000元 - 170,000美元11

每年學費開支

20,000 - 35,000澳元

每年生活費開支

約24,180 - 65,780澳元

每年學費開支

16,000 - 59,230加幣

每年生活費開支

約11,000 - 18,000加幣

總開支 

約508,000 - 880,000美元

總開支 

約132,540 - 302,340澳元

總開支 

約108,000 - 308,920加幣

完成學士
課程年期

3年

完成學士
課程年期

4年

完成學士
課程年期

3年

完成學士
課程年期

4年

澳洲9

美國

加拿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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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AS 博華海外升學中心: 英國升學指南

9. AAS 博華海外升學中心: 澳洲升學指南

10. AAS 博華海外升學中心: 美國升學指南

11. EF: 海外留學需要多少錢？英美澳大學費用全面睇

12. aec教育顧問: 加拿大升學學費及生活費



學費參考資料

中西區

灣仔

57,300元

45,000元

46,000元

44,000元

19/20救恩學校

19/20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20/21聖嘉勒小學

20/21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50,000元

46,660元

55,000元

49,970元

20/21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19/20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19/20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19/20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東區

南區

43,500元

89,500元

19/20蘇淅小學（全日）

19/20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油尖旺 70,000元 19/20拔萃女小學

九龍城 56,650元 19/20九龍塘宣道小學

116,600 - 119,350元 19/20啓思小學

48,000元 20/21神召會第一小學暨幼稚園

49,000元 20/21聖三一堂小學

57,000元 20/21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

私立小學
全港主要小學學費

25 第六章

資料來源：教育局及各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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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九龍城 51,400 - 53,940元

52,500元

43,000元

37,260 - 53,400元

19/20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19/20民生書院小學

19/20香港培道小學

19/20香港培正小學

66,000 - 68,000元

57,896元

29,500元

 49,800元

19/20聖若望英文書院（小學部）

19/20啟基學校

19/20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20/21九龍禮賢學校

42,000元 19/20德雅小學

46,200元 19/20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56,560元 19/20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黃大仙 43,400 - 44,500元 19/20德望學校（小學部）

觀塘

元朗

37,000元 19/20聖母小學

43,000元 19/20聖若瑟英文小學

98,230元 20/21激活英文小學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

私立小學
全港主要小學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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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及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雜費、購買債券等額外開支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28,600元 20/21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東區

油尖旺

九龍城

南區

31,160元

17,640元

30,000元

63,000元

19/20港大同學會小學

20/21漢華中學（小學部）

20/21聖保羅書院小學

19/20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19,800元

43,930元

14,140元

19/20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19/20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20/21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深水埗

觀塘

16,960元

31,200元

19/20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47,350 - 53,520元 19/20聖瑪加利男女英文小學

18,000元 19/20英華小學

19/20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屯門 13,150元 20/21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元朗 52,080 - 74,060元 19/20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16,000元 19/20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葵青 7,370元 19/20地利亞（閩僑）英文小學

沙田

西貢

38,980元 19/20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25,300元 19/20培僑書院

21,300元 19/20播道書院

34,100 - 38,280元 19/20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13,000元 20/21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

直資小學
全港主要小學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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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及各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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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

南區

灣仔

64,500元（中學課程）

96,500元（IB文憑課程）

40,400元

25,000 - 27,500元

19/20聖保羅男女中學

19/20聖保羅書院

19/20聖保祿學校

5,030元

39,326 - 44,944元

72,000元

20/21孔聖堂中學

20/21港大同學會書院

19/20聖士提反書院

東區 16,500 - 22,000元

8,900 - 13,440元

19/20中華基金中學

18,900元 19/20漢華中學

 7,320元 20/21蘇淅公學

19/20培僑中學

油尖旺 38,000元 20/21拔萃女書院

34,490 - 35,856元 20/21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2,640元 20/21九龍三育中學

九龍城區
50,000元（中學課程）

102,000元（IB文憑課程）
20/21拔萃男書院

33,920 - 35,955元 19/20協恩中學

27,600元 20/21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34,700 - 95,000元 20/21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5,166 - 12,730元 20/21創知中學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

直資中學
全港主要中學學費

學費參考資料 28

資料來源：教育局及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雜費、購買債券等額外開支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42,721 - 44,800元

5,810 - 10,260元

20/21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學

20/21香島中學

3,000 - 3,200元

36,800 - 37,300元

22,288元

20/21惠僑英文中學

19/20基督教崇真中學

20/21英華書院

35,000 - 45,000元

23,200 - 24,600元

20/21德望學校（中學部）

中一至中三免費

中四至中六3,000元
20/21

匯基書院

中一至中三免費
中四至中六3,000元

20/21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20/21

福建中學

2,000 - 3,000元 19/20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二中）

27,000 - 28,000元 20/21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慕光英文書院

20,280 - 22,200元 20/21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

黃大仙

觀塘

83,210 - 130,400元 20/21啓思中學

25,700元 20/21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38,280 - 42,680元 19/20

播道書院

西貢

直資中學
全港主要中學學費

資料來源：教育局及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雜費、購買債券等額外開支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29 第六章

700 - 6,000元 19/20陳樹渠紀念中學

3,960 - 9,800元

中一至中三免費
中四至中六3,000元

中一至中三免費

中四至中六3,000元

20/21

20/21

20/21

中聖書院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深水埗



38,980元

27,800 - 35,000元

28,320 - 36,000元

22,000元

20/21香港浸會大學王錦輝附屬中小學

19/20培僑書院

20/21林大輝中學

20/21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22,000元

22,000元

20/21德信中學

20/21羅定邦中學

9,800元

5,750 - 7,360元

20/21大埔三育中學

25,540 - 38,310元 20/21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5,100元 19/20伯裘書院

20/21天水圍香島中學

72,280 - 85,020元 19/20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6,000元 20/21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36,500 - 59,000元 19/20港青基信書院

14,600元 19/20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19,000 - 23,000元 19/20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9,600元 20/21

將軍澳香島中學 6,580 - 10,910元 20/21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28,600 - 83,680元 19/20

匯知中學

西貢

沙田

大埔

元朗

離島區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

直資中學
全港主要中學學費

資料來源：教育局及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雜費、購買債券等額外開支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學費參考資料 30



資料來源：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雜費、購買債券等額外開支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31 第六章

附設幼稚園、小學或中學部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

全港私立獨立學校計劃學校學費

197,920 - 249,970元弘立書院

139,500 - 201,420元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堅尼地城

深灣

82,500 - 125,972元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深水埗

75,790 - 225,870元耀中國際學校（中學）九龍塘

56,000 - 64,000元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黃大仙

124,000 - 167,900元啓新書院馬鞍山

129,700 - 175,400元智新書院愉景灣

71,400 - 169,900元 

19/20

19/20

20/21

20/21

19/20

19/20

20/21

20/21基督教國際學校
馬鞍山（幼稚園）

沙田（小學及中學）



學費參考資料 32

資料來源：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雜費、購買債券等額外開支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19/20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小學
全港主要國際學校學費

全年學費（港幣)學校名稱(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中學
全港主要國際學校學費

沙田

香港仔

石硤尾

何文田

薄扶林

何文田

灣仔

半山

寶馬山

九龍塘

薄扶林

山頂

清水灣

沙田

Beacon Hill School
畢架山學校

98,500 - 115,800元

98,500 - 115,800元

98,500 - 115,800元

98,500 - 115,800元

98,500 - 115,800元

98,500 - 115,800元

98,500 - 115,800元

98,500 - 115,800元

98,500 - 115,800元

188,000 - 198,000元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Bradbury School
 白普理小學

Glenealy School
己連拿小學

Clearwater Bay School
 清水灣小學

Kennedy School
 堅尼地小學

Kowloon Junior School
九龍小學

Peak School
山頂小學

Quarry Bay School
鰂魚涌小學

Sha Tin Junior School
沙田小學

Wycombe Abbey School Hong Kong
香港威雅學校

117,500 - 131,700元

133,800 - 140,700元

133,800 - 140,700元

133,800 - 140,700元

133,800 - 140,700元

133,800 - 140,700元

133,800 - 140,700元

Concordia International School
協同國際學校

Island School Sha Tin Wai
港島中學（沙田圍）

Island School Tai Wai
港島中學（大圍）

Sha Tin College
沙田學院

King George V School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South Island School
南島中學

West Island School
西島中學

年份

香港仔



149,924 - 203,868元 19/20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屯門

87,000 - 160,200元

106,900 - 223,100元

103,500 - 195,500元

115,900 - 205,400元

20/21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美國國際學校

20/21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19/20
Carmel School of Hong Kong

香港猶太教國際學校

20/21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Hong Kong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167,700 - 266,100元

102,990 - 133,980元

117,150  - 133,130元

19/20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漢基國際學校

20/21
Christian Alliance P.C.Lau
Memorial International School
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20/21
Delia School of Canada
地利亞（加拿大）學校

113,300  - 185,500元

156,110 - 203,420元

20/21
Discovery Bay International School

愉景灣國際學校

120,956 - 201,085元 20/21
French International School

法國國際學校

20/21
German Swiss International School

德瑞國際學校

198,000 - 218,000元 20/21
Han Academy
漢鼎書院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九龍塘

香港仔

寶馬山

太古城

愉景灣

半山（小學 ）

筲箕灣（中學 ）

荔景（學前至3年級）

九龍城（4至12年級）

跑馬地

黃竹坑

山頂、薄扶林

附設幼稚園、小學或中學部
全港主要國際學校學費

33 第六章

資料來源：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雜費、購買債券等額外開支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149,800 - 231,700元

19/20

Kiangsu & Chekiang Primary School
 (Nursery, Kindergarten,

Primary & International Section)
 蘇淅小學、幼稚園暨國際班

69,530 - 112,000元

19/20
Kingston International School

京斯敦國際學校
102,300 - 155,000元

20/21
Hong Kong Academy

香港學堂

101,400 - 120,500元 20/21
Hong Kong Adventist Academy

香港復臨學校

111,620元 19/20
Hong Kong Japanese School

香港日本人學校

20/21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香港國際學校

西貢

北角

九龍塘

19/20
Korean International School

 韓國國際學校
83,000 - 117,000元西灣河

淺水灣（小學 ）

大潭（中學 ）

跑馬地、

大埔、北角

華富（小學 ）

九龍灣（中學 ）
172,600 - 220,800元 20/21

Kellett School
啟歷學校

126,700 - 182,000元 20/21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 Kong
康樂園國際學校，沙頭角國際學校

大埔（幼稚園及小學）

沙頭角（中學 ）

全年學費(港幣)

196,200 - 225,950元

年份學校名稱(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附設幼稚園、小學或中學部
全港主要國際學校學費

大嶼山 68,000 - 88,000元 19/20
Lantau International School

大嶼山國際學校

學費參考資料 34

資料來源：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雜費、購買債券等額外開支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藍田 75,000 - 182,000元 20/21
Nord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香港諾德安達國際學校

將軍澳 143,500 - 177,000元 19/20
Shrewsbury International School

思貝禮國際學校

石硤尾 79,200 - 107,000元 20/21
Sear Rogers International School

 聖道弘爵國際學校

香港仔 83,048 - 198,800元 19/20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新加坡國際學校（香港）

九龍塘 108,000 - 119,000元 19/20
Think International School

 朗思國際學校

元朗 5,800元 18/19
United Muslim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穆民國際小學

上環、鴨脷洲、

筲箕灣、赤柱
121,500 - 176,000元 20/21

The International Montessori School
蒙特梭利國際學校

大埔 169,600 - 192,920元 20/21
Malvern College Hong Kong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

66,600 - 107,400元 20/21
Norweg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挪威國際學校

全年學費(港幣) 年份學校名稱(按學校英文名稱排序)

附設幼稚園、小學或中學部
全港主要國際學校學費

35 第六章

資料來源：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請向有關學校查詢最新學費。雜費、購買債券等額外開支應以個別學校公布為準。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40,320 - 53,928澳元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33,160 - 68,000澳元（2020年）Monash University

35,000 - 80,500澳元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20,240 - 95,648澳元（2020年）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7,065 - 70,920澳元（2020年）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38,160 - 78,480澳元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16,176 - 35,424澳元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40,500 - 54,500澳元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33,910 - 46,690澳元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31,700 - 38,600澳元（2020年）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先後次序以字母排列）

2021年度全年學費大學名稱

澳洲10大著名大學學費概覽

18,110 - 48,747加幣（2019年）McGill University

8,261 - 44,542加幣McMaster University

27,000 - 89,261加幣University of Alberta

39,573 - 51,636加幣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2,189 - 26,627加幣（2021年）University of Calgary

17,961 - 23,684加幣University of Montreal

39,560 - 109,300加幣（2021年)University of Toronto

40,900 - 61,300加幣University of Waterloo

27,528 - 35,419加幣（2019年）University of York

33,526 - 95,747加幣Western University

（先後次序以字母排列）

2020年度全年學費大學名稱

加拿大10大著名大學學費概覽

學費參考資料 36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以院校公布為準，未計算通脹在內，匯率變動，可能直接影響留學開支。除非另有註明，上表所述學費適用於海外學生。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37 第六章

27,500 - 44,000英鎊Imperial College London

19,800英鎊King’s College London

21,570英鎊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1,168 - 55,272英鎊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60 - 28,610英鎊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9,150 - 32,850英鎊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000 - 44,000英鎊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210 - 25,770英鎊University of Warwick

20,100 - 38,000英鎊University of Bristol

25,740 - 36,065英鎊University of Oxford

（先後次序以字母排列）

2020年度全年學費大學名稱

英國10大著名大學學費概覽

54,570美元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49,653美元Harvard University

51,077 - 55,350美元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6,725美元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48,502美元Princeton University

52,857美元Stanford University

44,008美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57,642美元University of Chicago

53,166美元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57,700美元Yale University

（先後次序以字母排列）

2020年度全年學費大學名稱

美國10大著名大學學費概覽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以院校公布為準，未計算通脹在內，匯率變動，可能直接影響留學開支。除非另有註明，上表所述學費適用於海外學生。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學費參考資料 38

每年學費約（港幣）#大學名稱排名

世界大學排名2020及平均學費

257,323 - 360,542元University of Oxford1 英國

211,617 - 552,554元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

英國

406,343元Stanford University

3

美國

205,451元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4

美國

419,512元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

美國

381,712元Harvard University

6

美國

372,864元Princeton University

7

美國

 443,575元Yale University8 美國

443,129元University of Chicago9 美國

274,918 - 439,868元 Imperial College London10 英國

12,266元ETH Zurich

11

瑞士

408,719元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2

美國

392,660 - 425,509元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3

美國

199,540 - 286,014元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3

英國

338,316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5

美國

250,000 - 469,559元Columbia University16 美國

330,513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7 美國

229,420 - 633,863元University of Toronto18 加拿大

434,734元Cornell University19 美國

465,008元Duke University20 美國

國家

# 以滙豐匯率換算(參考8月26日之現鈔銀行賣出價)

資料來源：泰晤士報世界大學排名2020及各校網頁。

以上學費資訊只供參考，以院校公布為準，未計算通脹在內，匯率變動，可能直接影響留學開支。除非另有註明，上表所述學費適用於海外學生。

如學校仍未公布新學年學費資料，我們只列出2019/20或2020/21學年資料以作參考。



個案分享 

李太，35歲，已婚會計師，育有一名一歲女兒Anna，家庭月入共約港幣170,000元。

李太擔憂教育開支年年遞增，所以希望另外儲備一筆經費，以支付女兒的大學學費。

李太的長線儲蓄方案要迎合以下需求：

及早規劃子女教育經費 
年金方案成就子女升學路

李太選擇了年金計劃

作為她的儲蓄及保障方案

該計劃在儲蓄期滿後：

定期派發年金

(包括每月保證年金金額) 

可讓年金金額存於計劃內積存生息，

以獲更高潛在回報

獲得非保證特別獎賞，

提供潛在額外回報

如李太不幸身故，她的家庭可獲得

身故賠償作學費支出用途。 

具增值潛力的儲蓄 財務保障及靈活性 為女兒及家庭提供保障

39 第七章

假設：

1） 年金金額選擇方式：讓年金金額存於計劃內積存生息。

2） 所有保費在保費繳付期到期前已全數繳付，而且保單內沒有任何債項。

3） 累積年金金額之年利率為3.2%，並非保證息率，本公司擁有權不時調整。實際息率或
會比年利率3.2%較低或較高。

以上例子所述的數字經四捨五入調整及僅供說明之用。詳情請參閱您的保險計劃建議書顯示的數字。

‧ 請注意，保單提早退保或會導致取回的款項少於您就本保單已繳付的總保費。

‧ 以上顯示的資料只為摘要及僅作為一般參考，您必須與產品冊子及計劃建議書一併閱讀，詳細內容請
參閱相關產品的保單條款及細則。



Anna的預計學費開支

年金計劃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李太（受保年齡：35歲） 保費繳付期：3年

港幣1,846,376元
相當於已繳總保費的180%

（港幣1,208,528元＋港幣637,848元）

於年金期完結時，
李太獲取非保證特別獎賞：

港幣302,132元

港幣1,208,528元

港幣637,848元

4年共提取

保單期內的預計所得總金額：

（每年提取金額 X 4年 ＋ 期滿非保證特別獎賞）

港幣72,000元

1年

港幣216,000元1

3年共

3-5歲

私立幼稚園學費

第1至3個保單年度

6-11歲

直資小學學費

港幣31,160元2

1年

港幣186,960元2

6年共

約港幣42,134元3

1年

6年共

港幣205,451元5

1年

港幣821,804元5,6,7

4年共

港幣252,808元4

港幣342,783元

港幣1,028,349元

三年共繳保費

每年繳付保費

李太選擇將年金金額存放於

保單內積存生息

第11至第16個保單年度

(年金期首6年)

第17至第20個保單年度

（年金期最後4年）

儲蓄期 年金期

12-17歲

直資中學學費

18-21歲

美國學士課程

Anna 負笈海外升學，李太於每年

年終從保單內提取部份累積每月

年金金額及利息以支付Anna的

大學學費及生活費：

個案分享 40

1. 學之園幼稚園

2. 港大同學會小學

3. 港大同學會書院。書院每年級學費略有不同，此數字為六年學費總和的平均數，
而小數點後並不計算在內，詳情請參考學校網頁。

4. 港大同學會書院

5. 以滙豐匯率換算(參考8月26日之現鈔銀行賣出價)

6. 本冊子第六章參考資料

7.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費由李太自行支付 學費由年金收入支付



揣摩兒童心理  陪伴家長與子女面對挑戰
專題訪問

41 第八章

鄧詩琪博士從小立志成為心理學家，擁有超過15年的豐富臨床心理治療經驗，曾在美國接受臨床心理學培訓及實習工作，為兒童及
其家人提供不同層面的臨床心理治療，學成歸來後，積極為更多備受情緒困擾的人士走出抑鬱、焦慮、驚恐等心理陰霾。

臨床心理學家鄧詩琪博士

Q1. 疫情下學校停課，小朋友亦長期留在

室內避疫，因此大大減少社交機會，您在

這方面有何建議？

雖然老師已很努力製作一些生動有趣

的網上學習教材，但隔離的生活難免令

小朋友的社交機會大減，所以父母適宜

每星期安排兩至三個不同的視像社交

圈子，例如親友圈、朋友圈、同學圈，

在視像會議前一起相討聚會的遊戲，協助

小朋友輪流隔空帶領遊戲，例如IQ題、

桌上遊戲、捉棋、故事分享等，從遊戲

及主題創作中可以訓練耐性、溝通技巧

及管理情緒。

以上提供的資料和意見乃由被訪者提供，僅供參考，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提供任何建議或以作出任何財務決定。被訪者所發表的見解只反映其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或滙豐集團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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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如何在這段時間探索及發展子女的
潛能？

Q2.  疫情下，家長與小朋友長時間共處

一室，當中有利有弊，家長有何要注意？

如果家長與子女長期都處於緊張狀態，

兩者不能放鬆，難免會產生爭執。我們

要視乎那些爭執的頻率、所持續時間

的長短、嚴重性、事後能否和好、雙方

有沒有自我檢討及反省。有時候，家長要

明白並非所有情況都只是由小朋友道歉，

自己也應該主動與子女傾談問題，並

作出改變，這樣，可以給予小朋友更大的

安全感。如果爭執的過程牽涉傷害的

說話，便會為小朋友帶來負面影響。

如果父母的情緒持續緊張，也會令子女

擔憂無助，更會有驚恐的情況出現。

然而，他們未必會從情緒表現出擔憂與

驚恐，他們或會變得頑皮搗蛋，以行動

來反映自己的負面情緒；家長應要理解

這情況是來自大環境，而並非子女本身

的問題。

家長也需要不時聆聽自己的情緒，我們以

煲水來作比喻，當水溫上升至50度，便要

有所警惕，60度便要自行處理情緒，

例如外出散心、洗澡、喝水，也可以為

情緒降溫。如果親人之間能夠做到互相

扶持，多些關懷，便可以有更大的正能量，

共渡逆境。

從正面來看，在家抗疫是強化親子關係的

難得機會。以孩子興趣為先，而遊戲最

能夠幫助孩子學習不同方面能力，例如

桌上遊戲、小組比賽、運動等，都可以

學習到耐性、從輸贏中學習情緒管理。

另外一些親子活動，例如手工藝、烘焙、

一齊移動傢俬擺設及做家務，可以讓

小朋友增加自信及自我價值。

小朋友就像一塊海綿，學習新事物較

容易得心應手，反之，父母要信任為他們

所揀選的教學模式，無論是傳統或非傳統

的教學方法，父母的理念要與學校一致，

而在課堂外，父母要確保用同樣的一套

去教導子女，才不致讓小朋友產生矛盾。

舉例說，家長自小在傳統學校成長，信賴

傳統的教學模式，當雙方信念一致，在

教導小朋友時便會更上手；相反，在外國

學校成長的家長，或傾向接受新事物的

本地家長，都會認為子女在非傳統教學

模式下學習會更舒適。

Q5.  如何知道小朋友適合就讀傳統學校

或非主流學校如蒙特梭利、華德福等？

家長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去關懷子女，

不論是電郵、視像、短訊，甚至寫信，

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朋輩關係及讀書

壓力。家長更需要多聆聽，減少只有

單向式的教導及批評，多點表達愛，令

孩子感覺到與父母溝通並不是一種壓力。

如子女較年長，想有私人空間，家長便要

多加尊重，留意用哪些溝通方法可以令

子女更舒服。

Q7.    您有什麼建議給子女已在外國留學

的家長？

家長可以在家中細心觀察小朋友，當

發現他們在某方面有潛能時，就可以

多加支持及鼓勵。如子女有藝術天份，

父母可以提供不同種類的物料，例如

一些循環再用的物料，豐富他們的創意；

如有烹飪潛能，就不應太介意子女會把

廚房弄亂，反而從旁給予更多安全指引。

小朋友的天份可以是無限的，家長需要

放低擔憂，讓子女自由發揮。

建議家長不要以「3分鐘熱度」來評價

小朋友。有客戶與我分享，年少時因父母

講了這類說話，致令他在面對學習上的

挑戰時，失去信心。很多時候，小孩放

棄是基於不懂怎樣去面對困難，所以

家長要多加鼓勵，從旁引導孩子去學習

堅持，渡過難關。

Q4. 小朋友可能對任何事都只有3分鐘

熱度，如何更了解小朋友的心理及興趣，

為他們選擇合適的興趣班？

如果小朋友過早與父母分離，會影響他們

的心理發展，難以建立安全感，在自我

肯定、同輩的關係方面受影響。普遍

來說，高中時間會比較適合出國留學，

因為他們比較獨立，自我意識比較強，

判斷是非能力亦已增長，但當然，每個

孩子的成長經歷不同，父母都要留意子女

心理上是否已做好準備。

家長可以從子女的獨立、自理、面對困難、

處理讀書壓力與情緒等各方面的能力，

去判定他們是否適合獨自前往外地升學。

Q6. 海外留學再次成為熱門話題，兒童

或青少年在不同階段留學，對心理發展

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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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疫情下，網上學習愈見重要，家長
和學生應該如何應對？

同學們已是互聯網的原生世代，他們

的世界早已與流動互聯網連接著，遇有

學習上的問題，已十分習慣利用手機到

Google找答案，甚至會下載應用程式

來自行解決問題。對他們來說，網上

學習是手到拿來；反之因為很多家長仍

然視「拿著手機」為不好的習慣，老是

認為他們在玩、與朋友傾談、看劇集，

而不是在學習。家長需要調節自己的

心態，學習接受子女用這種學習方式，

明白互聯網、手機等都是一種工具，子女

可以從不同的應用程式、平台學習，取得

更大成效。家長可以陪伴子女善用這

工具，分配學習、玩樂的時間。

從功課問題找出成功答案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余佑謙先生為補習事業注入創意，創立手機問功課應用程式，讓學生透過Snapask提問，用系統配對方式，找出
相配的認證導師即時回答問題。在短短5年時間內，業務版圖擴展至亞洲8個地區，為全球多達350萬學生解答疑難。余佑謙更獲
福布斯選為「亞洲30位30歲以下年輕領袖」，時刻緊守紀律與反省，逐步成就其App世代的教育王國。

手機學習平台Snapask創辦人

余佑謙先生

以上提供的資料和意見乃由被訪者提供，僅供參考，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提供任何建議或以作出任何財務決定。被訪者所發表的見解只反映其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或滙豐集團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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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如何選擇合適的線上課程？

以前我還認為課堂學習是教育的主流，

而網上學習是自學的輔助工具，但近年，

網上學習與課堂學習的角色已漸漸對調。

疫情後，網上學習讓我們習慣了不用上學

也可以繼續學習。學校存在的目的，已不

再是只讓同學們靜靜坐著聽課；反而，如

有100個概念要學習，我們可以用自己的

節奏去自學，然後回校作小組討論。其他

科目如藝術手作、音樂、科學實驗、體育

及家政等則依賴課堂上的實踐。課堂上

的學習與網上學習的角色已180度改變，

過往要在學校學習的，互聯網已有很多

自學教材，遇有不明白，又可以透過應用

程式去發問，所以學校的課堂學習，會

漸漸成為輔助工具。

Q3. 網上學習對課堂學習帶來什麼影響？

Q5. 21世紀的職場技能，十分重視EQ、
創意、溝通能力，在這方面，您有沒有
心得分享？

我們稱21世紀的職場技能為「未來力」！

溝通能力、人際關係建立、處事複雜事情

的能力等，都決定了我們能否適應未來

世界的生活。雖然我們不能擺脫學習傳統

知識的需要，但在互聯網世界，已無既定

以自己過往的經驗為例，我們要有不停

解決問題的思維，因為解決問題的過程與

體驗有助累積經驗，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在創業經歷中，我們發現要學生前往課堂

上課的傳統學習模式會很花時間，而且

帶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又會令學習效率

變差，我們便要為這個問題去尋找解決

方法。結果，我們利用線上學習，再研發

一些合適的產品，讓千百萬名學生都可以

更有效率地學習。我相信，解難的能力

可以從日常生活及工作中訓練出來，而

隨著變化急速的世代，解難的能力由以往

至現今世代，都是我們必需的裝備。

另外，面對同業競爭，我們要大膽創新，

以及反應要快；香港人靈活多變的性格

特質，便較容易在國際立足。

Q4.  在多變的世情，如何裝備自己，讓
自己可以處變不驚，適時應變？

保持自己的心靈健康，例如冥想、找

圈子以外的朋友分享都是很好的方法。

無論學習或生活上，紀律及反省是成功

的重要元素。因為任務即使有多艱難，

只要持之以恆去做，事情終會變得簡單，

所以紀律是十分重要的。而反省是不停

進步的第一步，所以我會設下不同目標，

從目標中讓自己不停反省及改善，務求

不斷進步。

Q6.    相信您最明白香港同學的功課壓力，
您對他們有沒有學習上的建議？

很難一概而論什麼課程才算適合，始終

每位學生都有不同的學習方法。但可以

參考的是，線上課程十分講求導師能否

在課堂帶出互動性，例如老師講解完一個

概念，會稍作停頓，處理學生的發問，

要每堂課去調整教學節奏來配合班上的

同學，確保他們能夠跟得上進度。如果

線上課程的導師未能帶出互動性，這只會

與看書自學沒有分別，效果或會比傳統

課堂上的填鴨式教育還要差，因為面授

的課堂尚可看到學生舉手發問。所以，

有能力處理直播、能夠針對性處理學生

問題的導師，是線上課程的先決條件。

另外，以往面授式的補習班，家長絕不

可能陪伴子女一起上課，但線上學習，

可讓家長陪同年紀小的學生一起學習，

而他們更可在網上親自預覽各種課程的

內容，例如Snapask的寫作班會為客戶

提供試讀，家長與子女便可以一起檢視

有關課程是否合適，給予家長更大的

信心。

的學習步伐。以往不同年級會有既定的

學習範圍，規限了某些年級去學習某範圍

的知識，而且，我們倚賴學校的課堂，如果

不待在課室，便會學不到相關課程。年輕人

不要再問「這是不是“Out Of Syllabus”

（課程以外）？」在互聯網世界，已沒有

Out Of Syllabus這回事，只要您有能力，

就可以從互聯網學習您想學的知識，這些

技能，愈早做好裝備，便愈能提高競爭力。 

從觀察所得，我相信溝通、人際關係處理

及表達自己這三大能力是年輕人比較弱

的技能，主因是手機及互聯網的盛行，

缺乏了面對面及群體中的溝通，但只要

找到對的媒體及渠道，便可以學習這些

基本能力。



45 總結



總結 46

培育子女成長，將會是一段漫長的

旅程，父母投放無限愛與關懷之外，

還需要準備足夠的財富資源，確保子女

得到最合適的教育，以迎接無法預計

的變化。然而，在鋪設子女成長路的

同時，父母不妨回想養育子女的初心，

是希望他們健康成長，有個快樂的

童年。所以，父母應謹記隨著子女的

興趣去栽培他們成才，讓他們在自己

所喜愛的領域發光發亮，才是未來擁抱

快樂人生的關鍵。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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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索償申請。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即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滙豐保險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人壽保險之代理商。人壽保險產品由滙豐保險承保，並只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銷售。有關產品細節及相關費用，請參閱有關之宣傳冊子及保單，

或可向各滙豐分行職員查詢。

本冊子內列明的資訊只供參考用途，您不應僅根據本冊子而作出決定。如您對本冊子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向獨立人士尋求專業意見。滙豐保險沒有義務向您發佈任何

進一步更新本冊子的內容，該等內容或隨時變更，並不另行通知。該等內容僅表示作為一般資訊，並不構成任何建議。任何情況下，滙豐保險或滙豐集團均不對任何

與您或第三方使用本冊子或依賴或使用或無法使用本冊子內資訊相關的任何損害、損失或法律責任承擔任何責任，包括但不限於直接或間接、特殊、附帶、相應而生

的損害、損失或法律責任。

所有被訪者發表的見解乃由被訪者提供，僅供參考，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提供任何建議或藉此作出任何財務決定。被訪者所發表的見解只反映其個人意見，並不代表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或滙豐集團的立場。

本冊子出版日期為2020年9月。

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您可透過二維碼瀏覽

 「悉心栽培 無懼世情幻變」的電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