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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及 課程名稱 課程特色 / 內容 修讀年期 / 學制 學費 查詢方法

香港大學 -
教育博士 Doctor of 
Education (EdD)

理論與實踐並重，學員需修讀4門專為
本課程設計的必修科目及3門選修科目

3-5年 全日制 
4-6年 兼讀制

全日制 
$97,800 
兼讀制 
$75,300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查詢電話：2859 2781 
網址：web.edu.hku.hk/programme/edd

香港大學 -
教育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MEd)

提供深具彈性及多項選擇的專修項
目，並涵蓋研究部份，為學員修讀
更高的研究課程奠下基礎。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25,000 - 
$134,500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查詢電話：2859 1951 
網址：web.edu.hku.hk/programme/med

香港大學 -
MSC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幫助學員了解資訊科技對教育的影
響，並將資訊科技應用於不同的教
育層面及範疇。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25,500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查詢電話：2241 5856 
網址：web.edu.hku.hk/programme/mite

香港大學 -
MSC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gmt

培訓學員成為圖書館及資訊管理方
面的領導人才，包括圖書檔案、教
學資源、商業資訊、傳媒出版、政
府資訊及知識管理。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25,500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查詢電話：2241 5856 
網址：web.edu.hku.hk/programme/mlim

香港大學 -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

全日制課程適合有志投身中、小學
教育的本科畢業生，兼讀制課程為
在職教師而設。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42,100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查詢電話：2241 5413 
網址：web.edu.hku.hk/programme/pgde

香港中文大學 -
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提升香港的幼兒教育質素愈來愈受
到關注，課程提供理論、應用知識
及技巧，從而讓相關的教育工作者
能成功地領導改進。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96,000 
兼讀制
$92,000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查詢電話：3943 6203 
網址：www.fed.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
Master of Education 
Programme

教育碩士的「綜合課程」，可讓學
員更靈活選修科目。學員可按個
別興趣，選讀本院四個學系開設的 
「專修課程」，以鞏固知識基礎。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4,060
(每學分) 

(共30學分) 
兼讀制
$3,900
(每學分)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查詢電話：2609 6203 
網址：www.fed.cuhk.edu.hk

香港教育大學 -
MA Mathematics and 
Pedagogy

深受教育工作者及培訓人員推薦，
此課程混合了數學的專門學科知識
及相關教學應用方法。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90,000

香港教育大學 
查詢電話：2948 7824 
網址：www.ied.edu.hk/mamp

香港教育大學 -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學員將透過此課程理解大中華區的
急速發展與未來走勢，從檢視歷史
經驗到分析時下政治經濟的面貌。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78,000

香港教育大學 
查詢電話：2948 8618 
網址：www.ied.edu.hk/mssgcs

香港教育大學 -
教育碩士

涵蓋廣泛專業範疇，為不同專業發展
鋪路，靈活的進修途徑，優秀且經驗
豐富的學者，主動的學習模式，通往
持續進修、專業網絡之路。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103,200

香港教育大學 
查詢電話：2948 7081 
網址：www.ied.edu.hk/fehd/tc/ 

programmes.php?id=132

香港教育大學 -
教育輔導文學碩士

提供教育輔導理論及實習的培訓,
提供300小時的督導實習，切合不
同學員的需求，包括在幼稚園、小
學、中學及專上學院。

2年 兼讀制 $114,000
香港教育大學 
查詢電話：2948 7469 
網址：www.ied.edu.hk/fehd/tc/ 

programmes.php?id=230

香港教育大學 - 
教育言語及語言病理學暨 
學習障礙理學碩士

本港首個結合「言語及語言病理
學」和「學習障礙」的課程，參照
美國言語、語言及聽力學會(ASHA)
的標準設計，並按教學環境及華人
地區的需要加入額外的訓練元素。

全日制一般修讀年期 
2年 (5學期) $311,040

香港教育大學 
查詢電話：2948 7469 
電郵：eslpld@ied.edu.hk 
網址：www.ied.edu.hk/fehd/tc/ 

programmes.php?id=231
香港教育大學 -
Master of Arts 
i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專為正任教此科目或正從事此行業
的人士而設。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90,000

香港教育大學 
查詢電話：2948 7664 
網址：www.ied.edu.hk/maes

香港城市大學 -
MSocSc in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最少修讀30個學分包括10科必修
科。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2,670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查詢電話：3442 5588/ 3442 9014 
網址：www.cityu.edu.hk/ss

香港理工大學 -
英語教學文學碩士學位

旨在培養學員成為出色、專業的英
語教師，使他們能靈活應對教學上
的各種挑戰，從而提高教學質素。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每學分 
$3,200 

(共30學分)

香港理工大學英文系 
查詢電話：2766 7577 
網址：www.polyu.edu.hk/study

香港理工大學 - 
M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培養學員與對外漢語教學相關的學術
素養、批評分析及抽象思維的能力，
幫助學員充分地認識漢語跟其他語
言、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異同。

1.5年 全日制 
2.5年 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
詢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查詢電話：2766 7454 
網址：www.cbs.poly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 -
Master of Education

本課程為教育及有關專業而設的進
修課程，適合在職教師、學校行政
人員、社工及其他對教育具興趣人
士修讀。

1年 全日制 
2年 兼讀制

全日制 
$89,100 
兼讀制 
$44,550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查詢電話：3411 7216 
網址：educ.hkbu.edu.hk

University of Bristol -
Doctor of Education

專業教育研究課程，學員需完成7科
及撰寫論文。課堂全由University of 
Bristol的教授授課。

3-8年 兼讀制
每年 

$109,550 
(第1-2年)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網址：www.cityu.edu.hk/ce/edd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Doctor of Education

理論與實踐並重，由優秀經驗豐富
的美國大學教授指導。 3年兼讀制 請向院校查詢

Kaplan Higher Education 
查詢電話：2836 0332 
網頁：www.kapla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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