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升學講座筆記 

 

 

實用網址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www.jupas.edu.hk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www.ipass.gov.hk 

資歷架構       www.hkqr.edu.hk 

教育局        www.edb.gov.hk 

學生資助辦事處     www.sfaa.gov.hk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www.cspe.edu.hk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www.cspe.edu.hk/SSSDP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地下 129 號 

中心電話：2728 7999  中心傳真：2510 0539 

學生專線電話﹕2503 3399 （星期一三五晚上七時至九時） 

2017 年 5 月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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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學考慮因素 

SAT 

 Support 經濟支持 

 Ability 個人能力 

 Target 留學目標 

 

 

選擇國家的因素 

IELTS 

 Immigration Policy 入境政策 

 Enviornment 環境 

 Linkage with Family 與家人聯繫 

 Term-Time 修讀年期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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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課程的因素 

TOEFL 

 Threshold 入學門檻 

 Orientation 興趣取向 

 Evaluation of Qualifications 學歷評審 

 Fame 知名度 

 Life at Campus 校園生活 

 

報名注意事項 

GCE 

 Gearing up now 立即作準備 

 Consultation 諮詢 

 Examinations 海外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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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升學 

入學資格 

 大學：DSE 成績 3-5 科達 3-4 級或以上、英文達 4 級／IELTS 6.0 或以上 

 大學基礎班：DSE 成績 4 科達 10 分或以上、英文達 3 級或以上／IELTS 

5.0-5.5 

 

開課日期 

 一般分為兩個學期，開課日期為每年二月底或三月初，以及七月中； 

 大學基礎班則有多個開課日期，但通常是二、三月或七、八月； 

 

申請方法 

 向各院校的國際學生辦事處／教務處查詢 

 直接向屬意院校申請（郵寄／網上申請） 

 透過教育中介公司代辦申請  

 

學費 

類 別 課 程 每年學費（澳元） 

大學 學士 

（同文科、商科、經濟、法律） 

$15,000 - $33,000 

大學基礎班 大學先修課程及銜接課程 $9,000 - $19,000 

職業教育與培訓 證書、文憑、高級文憑 $4,000 - $22,000 

 

生活費：$18,000 - $24,000（澳元） 

 

有用連結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nd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ies Admissions 

Centre (UAC) www.uac.edu.au  

 Northern Territory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www.cdu.edu.au/study/apply/he.html  

 Queensland Tertiary Admissions Centre (QTAC) www.qtac.edu.au  

 South Australian Tertiary Admissions Centre (SATAC) www.satac.edu.au  

 University of Tasmania - Information for Prospective Students 

www.prospective.utas.edu.au  

 Victorian Tertiary Admissions Centre (VTAC) www.vtac.edu.au  

 Western Australia Tertiary Institutions Service Centre (TISC) 

www.tis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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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升學 

入學要求 

 

學生必須具備一定英語水平： 

 修讀學士學位的申請人，須在文憑試英文科考獲至少第 4 級或 

 在 IELTS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中取得至少 6.0 分 

 修讀其他課程的申請人，則須在 IELTS 取得至少 5.0 分。 

 

開課日期 

 大學一般在九月尾、十月開課 

 

申請程序 

 透過 UCAS 網站申請 

重要事項 重要日期 

選擇最多 5 個志願 15/01/2017 前 

「藝術與設計」課程截止日期 24/03/2017 

陸續公布結果 04 - 05/2017 

最後申請限期 30/6/2017 

 

學費 

課 程 每年學費 

學士學位 ￡9,800 - 16,900 

醫科 ￡11,500 - 33,500（臨床前） 

￡23,500 - 36,200（臨床） 

國際基礎／國際文憑課程 ￡8,500 - 18,000 

高級國家證書／文憑課程基礎學位 ￡6,000 – 15,200 

除學費外，學生每月需約￡1,015 以支付日常生活的開支，如住宿、電

費、膳食及交通。由於倫敦生活指數較高，每月需約￡1,265。 

課程種類 一般入學要求 

學士學位 三科取得 4、3、3 至 5**、5、5 

國際文憑／高級國家文憑／基礎學位 三科取得 3、3、3 至 4、4、4 

國際基礎課程 三科取得 2、2、2 至 4、3、3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海外升學講座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第 6 頁，共 12 頁 

 

獎學金 

 http://www.scholarship-search.org.uk/ 

 https://www.ucas.com/ucas/undergraduate/finance-and-support/extra-funding 

 

美國升學 

入學條件 

 四年制學院／大學入學條件： 

完成中六課程 

持有高中成績單 

持有英語能力測驗成績（TOEFL 或 IELTS） 

持有美國入學試（ACT 或 SAT）成績 

呈交推薦信 

呈交入學論文，及 

提供經濟能力證明，最少 1 年學費及生活費 

 

 兩年制學院／社區學院的入學條件： 

 完成中五／中六課程或年滿 18 歲，及 

 學院要求的英語能力測試成績（TOEFL iBT 或 IELTS） 

 提供經濟能力證明，最少 1 年學費及生活費 

 SAT／ACT is not required 

http://fairte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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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程序 

 選擇三至五間院校（建議最少在一年前準備） 

 查詢各院校所需的入學考試，並參加所需的入學考試並把成績直接寄往所

申請的院校 

 在截止日期前遞交網上申請表格和校方要求的附加文件 

 學生收到校方發出的入學取錄信及通知書（FormI-20）後，需到美國領事

館申請學生簽證。 

 

平均所需費用 

（以美元計算） 

私立（非牟利）兩年 

及四年制學院／大學 
公立兩年及四年制學院／大學 

學費、住宿及生活費 US$54,258 US$24,471 US$22,697 US$10,730 

書簿費 US$2,700 US$1,900 US$2,100 US$1,600 

其它個人開支 US$11,000 US$5,800 US$8,500 US$4,800 

總計 US$67,958 US$32,171 US$33,297 US$17,130 

 

獎學金  

Online Resources  

 www.fundingusstudy.org  

 www.finaid.org  

 http://www.usscholarshipguide.org/ 

 Education USA Weekly Updates  

 https://bigfuture.collegeboard.org/ scholarship-search 

 

http://www.fundingusstudy.org/
http://www.finaid.org/
http://www.usscholarshipguide.org/
http://www.usscholarshipguide.org/
http://educationusa.state.gov/find-financial-aid
https://bigfuture.collegeboard.org/scholarship-search
https://bigfuture.collegeboard.org/scholarship-search
https://bigfuture.collegeboard.org/scholarship-search
https://bigfuture.collegeboard.org/scholarship-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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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升學 

入學要求 

 

申請程序 

 

*開學前 3 至 6 個月辦理申請手續* 

1) 直接向院校申請；或 

2) 其他申請途徑和詳細資料，請瀏覽﹕  

   http://www.studyinnewzealand.com/ 

 

學費及生活費 

 每年學費 

大學學費 每年約 NZ$16,000 至 30,000(視乎課程及長短) 

理工學院學費 每年約 NZ$7,000 至 20,000(視乎課程及長短) 

住宿及生活費 每年約 NZ$15,000 至 18,000(視乎城市和宿舍形式) 

 

 

 

 

課程種類 一般入學要求 

大學 ．DSE 獲 3 科考獲 4 級或以上(當中包括英文科及 2 科選修科) 

．IELTS 6.0 / TOEFL iBT 79-80  

大學基礎班 ．IELTS 5.5 / TOEFL 500 

私立培訓機構 證書 一年 TOEFL 480 or IELTS 4.5 

文憑 二年 TOEFL 500 or IELTS 5.5 

大學基礎班 半年至一年 TOEFL 500 or IELTS 5.5 

學位課程 三至四年 TOEFL 550 or IELTS 6 

http://www.studyinnewzea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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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升學 

入學要求 

 申請人完成高中課程 

 校內或文憑試成績表 

 韓文或英語能力證書 

 財政能力證書（$10,000 或以上的存款證明） 

 作品或視頻證明技能（適用於音體藝術） 

 

入學申請日期 

 春季學期（3 月份開學）：約 9 月~11 月； 

 秋季學期（9 月份開學）：約 5 月~6 月； 

 各學校有所不同，需再個別學校確認截止日期 

 

學費 

類別 系列類別 費用（美元，以一學期計算） 

國立大學

學費 

人文社會系列 
本科 $2,000 - $2,300 

研究生 $2,500 - $2,700 

理工系列 
本科 $2,500 - $2,800 

研究生 $3,000 - $3,300 

藝術系列 
本科 $2,800 - $3,000 

研究生 $3,500 - $3,800 

醫學系列 
本科 $4,300 - $4,400 

研究生 $4,000 -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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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

學費 

人文社會系列 
本科 $3,000 - $3,500 

研究生 $3,800 - $4,000 

理工系列 
本科 $4,000 - $5,000 

研究生 $5,000 - $6,000 

藝術系列 
本科 $4,000 - $5,000 

研究生 $5,000 - $6,000 

醫學系列 
本科 $5,000 - $6,000 

研究生 $6,500 - $7,000 

 

獎學金 

http://www.studyinkorea.go.kr/cn/sub/overseas_info/korea_edu/edu_scholarship.do 

 

http://www.studyinkorea.go.kr/cn/sub/overseas_info/korea_edu/edu_scholarship.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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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升學 

入學資格 

 必須具備 12 年正規教育程度，香港學生必須完成中六，並參加了香港中學

文憑試；或 

 在日本政府指定的十多間日語機構，完成文部科學省指定的「大學入學準備

教育課程」。 

 報讀專門學校，基本上須接受 6 個月以上的日本語教育，或取得「日本語能

力檢定試驗」3 級以上合格，視乎個別學校的入學要求。該試可在港報考。 

 報讀大學或須提交「日本留學試驗」等公開試成績。該試可在港報考。 

 

開課日期 

一般日本語學校於 4 月、10 月開課，少部份學校亦會提供 1 月、7 月入學的課程，

申請入讀 6 個月或以上課程者，需在開學月份半年前申請入學。 

 

留學費用 預算支出 

住屋 ￥600,000 – ￥700,000  

學費 ￥700,000 – ￥900,000  

生活費 ￥700,000 – ￥900,000  

總額 ￥1,900,000 –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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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資訊 

學友社學生專線：2503 3399 

服務時間：逢星期一、三、五    7：00 p.m. – 9：00p.m. 

網站：www.student.hk 

學生輔導中心地址：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地下 129 號 

重要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