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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教育大學的資訊 

 

一、基本資料及聯繫方法  

學校名稱 香港教育大學 

學校地址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號 

學院網址 www.eduhk.hk 

學生交換計劃網址 www.eduhk.hk/gca 

學生交換計劃負責部門 大中華事務處 

電話： (852) 2948 6389 

傳真： (852) 2948 8965 

電郵： gca@eduhk.hk 

地址：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號 A座 G層 09室 

學生交換計劃聯絡人 大中華事務處 處長： 許聲浪博士 

大中華事務處 經理： 李燕鳳女士    何靜女士 

 

到香港教育大學交流事宜 赴大中華地區交流事宜 

張瑾女士 

电话：(852) 2948 6366 

电邮：zhangjin@eduhk.hk 

伍凱兒小姐 

电话：(852) 2948 8960 

电邮：rhyng@eduhk.hk 

 

學校簡介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是八所香港特區政府資助的大學之一，

歷史可追溯至 1881年由香港總督軒尼詩爵士成立的首間師範

學校。 

 

教大提供一系列學士、碩士與博士程度的教育專業及多元學

科課程，致力透過提供師訓教育，以及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

等多元課程，推動教與學的發展。我們尤著重研究實力並積

極促進研究發展，提升知識、學術及創新，務求對社會與人

類發展作出不懈的努力。本校矢志成為教育大學先導，為香

港以至亞太地區的教育發展奠定基礎，作出貢獻。 

 

教大於 2016 Quacquarelli Symonds (QS)世界大學排名教育

領域中位列亞洲第二、全球第十二。 

學校位置及地圖 www.eduhk.hk/main/transportation-map/ 

學生人數 全校數目：約 9000人   交換生人數：約 150人 

http://www.eduhk.hk/
http://www.eduhk.hk/gca
mailto:gca@eduhk.hk
mailto:zhangjin@eduhk.hk
mailto:rhyng@edu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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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交換計劃申請 

申請日期 由  2017年 2月  至 2017年 4月 14 日 

申請方法  請填妥申請表格及來港就讀申請表，並提交所需文件   

入讀要求 1. 平均積點達 2.5（4為最高積點）或以上或等同成績 

2. 英文能力要求（能應付以英文授課、考試及做作業）： 

- 托福(TOEFL)筆試測驗 550分，電腦化測驗 213分或網

絡化測驗 80分或以上成績；或 

- 雅思(IELTS)學術組別 6分或以上成績；或 

- 獲學校老師證明英文能力 

3. 獲學校推薦               

申請交換計劃所需文件 學生交換計劃所需文件：  

1. 申請表格 

2. 正式成績單 

3. 英語能力申明及托福雅思成績單（如有） 

4. 相片（證件相片大小）x  2   

5. 在學證明 

學生簽證所需文件：  

1. 來港就讀申請表 (ID995A) 

（可參考香港入境處網頁的“來港就讀入境指南” 

www.immd.gov.hk/pdforms/ID(C)996.pdf） 

2. 內地學生：身分證 / 港澳通行證 （如有）影印本 

臺灣學生：身分證，護照資料頁及戶政事務所認證的戶籍

謄本影印本 

3. 經濟證明 

2017/18年度學期 開學日期： 2017年 8月底或 9月初 (視乎個別科目開課日期)   

結業日期：2017年 12月底      

學生報到日期 2017年 8月底或開課前三天 (稍後確定) 

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995A.pdf
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C)9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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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選擇 

可供選修科目名單 請參考去年供交換生選修科目表:  

2016/17學生第一學期開辦學科  

選修科目表還在更新中，請留意網上公佈 

選課日期 2017年 7月中進行網上選科 

選課方法 網上辦理 網站: (稍後公佈)                

增減選修科目時間 開課後指定的兩星期內可以更改修讀科目 

科目選擇的限制 只可以在選修科目表選取科目   

授課語言 英文為主(粵語為輔) 

最低/最高修讀科目要求 每學期最少修讀  12 學分/  4 門課 

每學期最多修讀  15 學分/  5 門課 

學習時數 每一門課共  3 學分 

每學分相當於一學期十三個教學週中每週一小時授課，每一

授課小時須安排不少於兩個小時的獨立研修。 

評級制度 科目的評核將按下列評級制度 

等級 標準 變換積點 

A+* 

A 

A- 

優異 

4.33  

4.00  

3.67 

B+  

B  

B- 

良好 

3.33  

3.00  

2.67 

C+  

C 
滿意 

2.33  

2.00 

C- 

D** 
  

1.67 

1.00 

F 不及格 0.00 

 

* 「 A+」級只給予表現超卓之學生 

** 「D」級為修畢科目之最低要求 
 

考試日期 由 2017年 11月底   至  2017年 12 月中   

（本校校曆表詳列於教務處網頁 www.eduhk.hk/re/ 按“Useful 

Information”） 

http://www.eduhk.hk/gca/tc/exchange_in_select.php
http://www.eduhk.hk/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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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宿安排 

住宿地區 香港教育大學校園 

住宿相關網站 網址： 羅富國堂、葛量洪堂、柏立基堂及賽馬會學 

生宿舍  

宿舍類型及收費 羅富國堂、葛量洪堂及柏立基堂宿舍 

1. 提供雙人房或三人房住宿 

 2. 2016/17學年，住宿費為每學期港幣 3,460元-4,950元，

另加宿舍生活費港幣 220元(2017/18 學年收費或會調

整)。 

 賽馬會學生宿舍 

 1. 提供每層單位住 7-10人，内設單人、雙人及三人房。 

2. 2016/17學年，住宿費為每學期港幣 4,950元，另加宿舍

生活費港幣 220元(2017/18學年收費或會調整)。 

其他收費 羅富國堂、葛量洪堂及柏立基堂宿舍： 

1. 冷氣費將根據用量收取 

賽馬會學生宿舍： 

2. 按用電量收取電費（同宿舍的學生分攤費用） 

申請辦法 若學生成功被取錄，需於指定日期內填妥網上宿舍申請表，

校方會分配宿舍（詳情容後通知）。 

 

五、其他  

接機服務 於指定日期提供接機服務 

其他個人開支 餐費約每月  : 港幣  3000 元      

生活費約每月: 港幣  1000 元     

交通費約每月: 港幣  1500 元      

來港就讀簽證費 港幣 190元 

保證金 所有交換學生須以信用卡授權形式支付港幣 500元用作保

證金，如學生離開後被發現在宿舍做成破壞或拖欠圖書館罰

款等，本校會從保證金中扣除有關費用。香港教育大學有權

不發還學生的成績單，直至學生清還該等款項（如有）。 

保險 所有交換生必須安排在港逗留期間的旅行及醫療保險。保險

範圍應包括（但不限於）旅遊、人身意外、醫療費用（意外

及非意外）、住院和緊急撤離/遣返等。購買保險詳情容後

通知。 

關於香港 請瀏覽 www.discoverhongkong.com 

http://www.eduhk.hk/sao/nh
http://www.eduhk.hk/sao/hbra/
http://www.eduhk.hk/sao/rbh/tc/warden.htm
http://www.eduhk.hk/sao/jcsq/en/about_jc.htm
http://www.eduhk.hk/sao/jcsq/en/about_jc.htm
http://www.eduhk.hk/sao/nh
http://www.eduhk.hk/sao/hbra/
http://www.eduhk.hk/sao/rbh/tc/warden.htm
http://www.eduhk.hk/sao/jcsq/en/about_jc.htm
http://www.ied.edu.hk/sao/nh
http://www.ied.edu.hk/sao/hbra/
http://www.ied.edu.hk/sao/rbh/tc/warden.htm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