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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香港的教育机会 

 

 

简介 

 

在香港，三至五岁儿童可在私营幼

稚园接受幼稚园教育，而政府通过公营

学校，为所有儿童提供12年免费小学和

中学教育。本港的学校体系以公营学校

为主，包括由政府直接营办的官立学校，

以及一般由宗教团体或慈善团体营办的

资助学校。合资格儿童，不论性别、族

裔、宗教或道德信仰、家庭状况、体能

或智能，均享有权利由六岁起在公营学

校接受基础教育。为满足学生的不同需

要，本港亦设有其他类型的学校，包括

直接资助计划(直资)学校和自负盈亏的

私立学校。自2008/09学年起，政府全额

资助职业训练局(职训局)为中三离校生

开办的全日制课程，以提供主流教育以

外的免费进修途径。 

 

新学制下的三年制高中课程，自

2009年9月起在中四开始推行。完成中六

课程的学生会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文凭试)的公开考试。文凭试取代了以往

的香港中学会考和香港高级程度会考。 

 

政府的语文教育政策是训练年轻

一代好好掌握两文(中文和英文)三语(粤

语、普通话和英语)。中文和英文是中、

小学的核心科目。微调中学教学语言安

排(微调安排)由2010/11学年起在初中阶

段实施，为学校提供弹性筹划校本教学

语言措施，以配合学生的能力及学习需

要，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在校内循序渐进

地接触及运用英语，为将来升学及就业

做好准备。 

 

政府确保所有合资格儿童(包括非

华语学童)不分种族，皆有同等机会入读

公营学校。教育局设有多项以非华语学

生为对象的教育服务，并向学校行政人

员、教师及家长提供支援。政府鼓励非

华语学童的家长安排子女尽早入读提供

浸沉中文语言环境的学校，从而学好中

文。政府已为非华语学生推出多项支援

措施，协助他们适应本地教育制度，详

情可浏览教育局专页：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

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inde

x.html 

 

新来港儿童的支援服务 

 

教育局一直为新来港儿童(包括内

地新来港儿童、新来港非华语儿童及回

流儿童)提供学位安排及一系列支援服

务，包括全日制启动课程及适应课程，

以协助他们更容易融入本地教育制度和

社会。新来港儿童可选择在入读主流学

校前，报读为期六个月的全日制启动课

程。如选择直接入读主流学校，他们可

同时修读60小时的适应课程。录取新来

港儿童的公营学校(指官立、资助和按位

津贴学校)及直资学校亦会获发校本支援

计划津贴，为这些学童开办校本支援课

程。 

 

启动课程 

 

部分学校开办为期六个月的全日

制启动课程为新来港儿童提供真实的课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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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学习经验，从而提升他们的中英文水

平，帮助他们更容易适应本地社会及促

进个人发展。教育局会协助完成课程的

学童入读主流学校。附件I载列为新来港

非华语儿童开办启动课程的学校及其地

址和电话号码。详情亦可浏览教育局网

页：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

nts/newly-arrived-children/services/inde

x.html 

 

适应课程 

 

教育局邀请非政府机构为新来港

儿童开办60小时的适应课程，帮助他们

适应本港环境及教育制度，课程内容包

括认识香港环境、基本学习技巧和基础

中英文。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

nts/newly-arrived-children/services/inde

x.html 

 

校本支援计划津贴 

 

教育局为公营学校及直资学校提

供校本支援计划津贴，以协助新来港儿

童适应本地学校的学习环境。学校可灵

活运用该津贴为学童开办校本支援课程

(例如语文补习班)。 

 

学位安排服务 

 

本港的学校体系是向所有学生开

放的，包括非华语学生。学生欲确知是

否符合资格入读本地公营学校，可直接

联络个别学校、致电教育局查询热线

(2891 0088)或向各区域教育服务处(地址

及电话号码载于第6页)查询。有关学位安

排服务的详情，请浏览教育局网页：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

nts/placement-assistance/about-placeme

nt-assistance/index.html 

 

幼稚园教育 

 

2020/21学年，在1 046所幼稚园中，

约有150所提供非本地课程。不过，政府

鼓励非华语学生入读以中文为教学语言

的本地幼稚园，务求他们尽早融入社会。

部分附设幼儿中心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

儿中心)，同时为三岁以下儿童提供照顾

服务。 

 

查询幼稚园事宜，可致电教育局查

询热线(2891 0088)，或联络各区域教育

服务处(见第6页)／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

合办事处(地址：香港太古湾道14号太古

城中心3期6楼602室；电话：3107 2197)。

教育局网站亦载有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

儿中心名单：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

nts/sch-info/sch-search/schlist-by-distric

t/index.html 

 

政府由2017/18学年开始实施新的

幼稚园教育计划(幼稚园计划)。政策目标

是提供易于负担的优质幼稚园教育，以

及提高学童按其所需接受不同模式幼稚

园教育的机会。详情请浏览教育局网页： 

https://www.edb.gov.hk/sc/edu-system/p

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

edu/index.html 

 

有经济需要的家庭如子女就读于

参加了幼稚园计划的幼稚园，可根据幼

稚园及幼儿中心学费减免计划(学费减免

计划)申请以学费减免的方式获得财政资

助。查询详情，请浏览 

https://www.wfsfaa.gov.hk/sfo/sc/prepri

mary/kcfr/overview.htm，或致电申请查

询热线2802 2345。 

 

除学费减免外，有经济需要的家庭

亦可申请幼稚园学生就学开支津贴。如

子女就读于参加了幼稚园计划的幼稚

园，而申请人亦能通过入息审查及符合

参与学费减免计划的资格，即可申领该

津贴以应付子女的就学开支。查询详情，

请浏览 

https://www.wfsfaa.gov.hk/sfo/sc/prepri

mary/grantkg/overview.htm，或致电申

请查询热线2802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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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中英以外语文科目的幼稚园

名单载于附件II。 

 
 

小学教育 

 

公营小学一般以中文授课。英国语

文自小一起定为核心科目。 

 

香港部分小学设有中英以外的语

文科目。该些学校的名单载于附件III。 

 

 

中学教育 

 

由 2010/11 学年的中一开始，所有

公营中学可更灵活地因应学生的需要，

专业订定校本教学语言安排，从而加强

校内的英语学习环境。 

 

所有合资格的小六学生均可透过

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获分配一个政府资助

中一学位。他们亦可直接报读直资学校、

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 

 

附件IV载有开办中英以外语文科

目的中学名单。有关各项考试的详情，

请浏览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考评局)网站 

https://sc1.hkeaa.edu.hk/TuniS/www.hke

aa.edu.hk/tc/   

 

 

支援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 

 

政府致力鼓励及支援非华语学生

融入社会，包括帮助他们尽早适应本地

教育制度及学好中文。教育局咨询教师

和语文专家后制定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

言学习架构(学习架构)，并自2014/15学

年起在中小学推行，藉此协助非华语学

生学习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此外，自

2014/15学年起，应用学习中文(非华语学

生适用) (下称「应用学习中文」)在高中

开设，提供额外途径让非华语学生获取

另一中文资历，为升学和就业作好准备。

除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外，应用学习中文

亦与资历架构第一至三级挂钩。该科成

绩可用于报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

会)资助大学和绝大部分专上院校，以及

投考公务员职位。 

 

支援录取非华语学生的学校 

 

为协助学校推行学习架构及建构

共融校园，教育局大幅增加学校拨款，

并为学校提供教学资源、教师培训及专

业支援。学校可利用额外拨款，按非华

语学生的学习需要，采取适切的多元密

集教学模式(包括抽离学习、分组／小组

学习、课后支援等)。 

 

学习中文支援中心 

 

教育局委托大专院校开办学习中

文支援中心，为中文能力稍逊的非华语

学生在课后或假期提供辅助课程，以让

他们尽早融入本地教育制度。在 2020/21

学年，约有 20 个支援中心。除了为非华

语学生开办辅助课程外，中心亦举办专业

发展工作坊，为非华语学生的教师和家长

提供支援。 

 

暑期衔接课程  

 

教育局自 2004 年起邀请部分学校

为通过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入读本地主流

小学的非华语小一新生，举办为期四星

期的暑期衔接课程。自 2007 年暑假起，

课程对象由原本只限非华语小一新生扩

展至升读小二、小三和小四的非华语学

生，藉此协助他们巩固第一学习阶段所

学的中文，并为过渡至第二学习阶段作

好准备。公营小学和提供本地课程的直

资小学如录取上述非华语学生，每年均

获邀申请拨款举办有关课程。由 2013 年

开始，当局鼓励非华语学生的家长陪同

子女参加课程，以促进家长支持非华语

学生学习中文及家校合作。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所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合资格儿

https://sc1.hkeaa.edu.hk/TuniS/www.hkeaa.edu.hk/tc/
https://sc1.hkeaa.edu.hk/TuniS/www.hkeaa.edu.hk/tc/


4 
 

童都享有在香港公营学校接受教育的平

等机会。教育局会根据专业人士的评估

和建议，在家长的同意下，安排有较严

重或多重残疾的学生(包括非华语学生)

入读特殊学校，以接受加强支援服务，

而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则会入读

普通学校。教育局向普通及特殊学校提

供额外资源、教师培训和专业支援，以

加强学校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支

援，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 

 

教育局自2019/20学年起在公营普

通学校推行一系列融合教育优化措施，

包括整合多项融合教育资助计划，把学

习支援津贴推广至全港公营普通学校，

同时增加第三层支援津贴额和增设常额

教席；于录取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

的学校，提升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的

职级至晋升职级；进一步扩展优化校本

教育心理服务；以及推行加强校本言语

治疗服务。为进一步帮助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非华语学生适应校园生活和顺利在

不同学习阶段之间过渡，教育局亦在现

有拨款之外，向合资格的公营普通学校

和直资学校提供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

学生支援津贴。 

 

资助特殊学校方面，除教职员外，

教育局亦会因应学生的学习需要安排相

关的跨专业人员提供协助，当中包括学

校社工、教育心理学家、言语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士、点字

印制员等。此外，当局亦藉多种额外津

贴支援特殊学校照顾学生的特殊需要，

包括为学生购买特殊家具和器材或进行

小型改建工程的增补基金；用于增聘教

学助理的加强支援津贴；以及为加强支

援医疗情况复杂的学生而设的额外支援

津贴。部分资助特殊学校亦提供宿舍服

务，以照顾学生的长期住宿需要，方便

他们在上课日接受学校教育。 

 

资助特殊学校的入学申请可送交

以下地点： 

 

九龙九龙塘沙福道19号 

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西座2楼240室 

电话：3698 3957；传真：2711 9644； 

 

或  

新界葵涌丽祖路77号 

下葵涌特殊教育服务中心4楼 

电话：2307 6251；传真：2744 5315 

 

查询特殊教育服务详情，请浏览： 

https://www.edb.gov.hk/sc/edu-system/s

pecial/policy-and-initiatives/index.html 

 

英基学校协会(英基) 

 

所有英基学校均会根据辖下教育

心理学家就有需要儿童所作的评估，为

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提供主流课堂支援

及学习支援班。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童

一般会由特殊教育老师以分组形式教授

基础科目，并在可行的情况下，融入普

通课堂以学习文化科目及参与一般活

动。儿童必须先经英基辖下教育心理学

家评估，方可获英基学校考虑为其提供

特殊教育。 

 

英基为适龄入读小学儿童开办九

所小学，分别为香港岛的白普理小学、

己连拿小学、坚尼地小学、山顶小学和

鲗鱼涌小学；九龙的毕架山小学、清水

湾小学和九龙小学；以及新界的沙田小

学。另为适龄入读中学学生而设的五所

英基中学包括香港岛的港岛中学、南岛

中学和西岛中学；九龙的英皇佐治五世

学校；以及新界的沙田学院。位于九龙

的赛马会善乐学校则为有需要在学与教

作更全面调适的儿童，提供适切的特殊

教育课程。 
 
 

为非华语学生提供多元出路 

  

其他中国语文资历 

  

较迟开始学习中文或未获充分机

会修读本地中文课程的非华语学生可申

https://www.edb.gov.hk/sc/edu-system/special/policy-and-initiative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sc/edu-system/special/policy-and-initiativ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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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资助考取国际认可的其他中国语文资

历，包括综合中等教育证书(GCSE)、国

际普通中学教育文凭(IGCSE)及普通教

育文凭(GCE)的中国语文资历，以助升学

和就业。相关考试的详情见考评局网页：  

https://sc1.hkeaa.edu.hk/TuniS/www.hk

eaa.edu.hk/tc/IPE/gce_gcse_igcse_ial/  

 

报考上述非本地中文考试的合资

格非华语学校考生，可按该等考试与文

凭试(中国语文科)的考试费差额获得资

助。有经济需要的非华语学生可获全额

豁免或半额减免所须缴付的资助考试

费。 

 

个别教资会资助大学已进一步订

明相关的入学要求细则，包括校方认可

的其他中国语文资历和报读学生至少须

考获的等级，以及个别学士课程的特别

要求。有关详情可浏览各教资会资助大

学网站及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网站： 

http://www.jupas.edu.hk/ 

 

副学位课程方面，根据新学制下副

学士学位及高级文凭课程新修订通用指

标，院校须继续接纳符合特定条件的非

华语学生以其他中国语文资历报读课

程。 

 

详情可浏览自资专上教育资讯平

台网站： 

https://www.cspe.edu.hk/sc/Resources-C

ommonDesc.html 

 

职业专才教育 

 

部分非华语学生可能对职业专才

教育(职专教育)感兴趣。职训局开办各色

各样的职专教育课程，申请人只要符合

入学要求，不论其种族或族裔，均有机

会获录取。职训局的中六或以上程度课

程主要以英语为教学语言，有需要时亦

会辅以中文。如课程要求报读人士具备

文凭试(中国语文科)资历，职训局或容许

非华语学生以其他中国语文资历代替。

故此，非华语学生可根据本身的兴趣报

读职专课程。适合中学毕业生报读的职

专课程资料(包括教学语言)，详见职训局

网页： 

https://www.vtc.edu.hk/studyat/sc/  

 

其他教育机会 

 

香港的国际学校体系发展蓬勃。

2021/22学年，营办中的国际学校共53所

(不包括一所特殊学校)。这些学校开办不

同国家的课程，包括英国、美国、澳洲、

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新

加坡及其他课程，例如国际文凭课程。

国际学校是国际教育服务的主要提供

者，一直满足非华语学生和外国公民的

需求，而他们大部分最终会返回所属国

家继续学业。国际学校名单载于附件V。

以下网页有更多关于香港国际学校的详

情： 

https://internationalschools.edb.hkedcity

.net/?lang=sc  
 

一般查询 

 

家长来港前或来港后可联络： 

--- 个别学校以查询收生详情；或 

--- 英基学校协会办事处以查询入读英基学

校事宜 

(地址：香港鲗鱼涌英皇道1063号 

富通中心25楼 

电话：2574 2351；传真：2818 5690； 

网址：https://www.esf.edu.hk/)；或 

--- 教育局以查询有关非华语学童支援服务

的一般资料 

(电话：3540 7447； 

网址：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 

pare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 

index.html)或 

--- 教育局以查询有关香港学校教育的一般

资料 

(电话：2891 0088； 

网址：http://www.edb.gov.hk； 

电邮：edbinfo@edb.gov.hk) 

 
 

https://sc1.hkeaa.edu.hk/TuniS/www.hkeaa.edu.hk/tc/IPE/gce_gcse_igcse_ial/
https://sc1.hkeaa.edu.hk/TuniS/www.hkeaa.edu.hk/tc/IPE/gce_gcse_igcse_ial/
http://www.jupas.edu.hk/
https://www.cspe.edu.hk/sc/Resources-CommonDesc.html
https://www.cspe.edu.hk/sc/Resources-CommonDesc.html
https://www.vtc.edu.hk/studyat/sc/
https://internationalschools.edb.hkedcity.net/?lang=sc
https://internationalschools.edb.hkedcity.net/?lang=sc
https://www.esf.edu.hk/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
mailto:edbinfo@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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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亦可前往四个区域教育服务

处寻求协助： 

 

--- 港岛区域教育服务处 

 香港太古湾道14号 

太古城中心3期3楼 

电话：2863 4646 

 

--- 九龙区域教育服务处 

 九龙九龙塘沙福道19号 

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 

东座平台至1楼 

电话：3698 4108 

 

 

 

 

 

--- 新界东区域教育服务处 

 新界上水龙琛路39号 

上水广场22楼 

电话：2639 4876 

 

--- 新界西区域教育服务处 

 新界荃湾青山公路457号 

华懋荃湾广场19楼 

电话：2437 7272 

 

 

 

 

教育局 

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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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 2021/22学年为新来港非华语儿童开办启动课程的学校 

 

小学 

学校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地利亚英文小学暨幼稚园 九龙美孚新村百老汇街84至86号 2741 6915 

保良局陈维周夫人纪念学校 

(前称：贾梅士学校) 

九龙土瓜湾上乡道22号 2377 9951 

 

中学 

学校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协和) 九龙观塘协和街221号 2342 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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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I 2021/22学年开办中英以外语文科目的幼稚园 

 

学校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其他语文科目 

德瑞国际学校 香港薄扶林薄扶林道162号 2849 6217 德语 

韩国国际学校(幼稚园部) 香港西湾河鲤景道55号(IL 

8802) 

2569 5500 韩语 

La Petite Enfance 

Kindergarten  

 

新界大屿山愉景湾海澄湖
畔路92号1座写字楼地下低
层5号、6号及8号铺 

6071 3136 法语 

Les Petits Lascar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Tseung Kwan O) 

新界将军澳唐贤街 33号
CAPRI PLACE地下G01号
铺 

2526 8666 法语 

乐必津法国幼稚园 新界将军澳唐贤街29号蓝
塘傲地下1A、1B及2A铺 

2813 4277 法语 

Lycée Français International 

(法国国际学校) 

香港裴乐士道34号 2577 6217 法语 

Kohitsuji Kindergarten  九龙红磡黄埔花园第10期
地下G1号铺 

2330 6677 日语 

奥伊斯嘉日本语幼稚园 香港北角孔雀道26-48号明
园大厦地下 

2775 5899 日语 

Tanpopo Kindergarten 香港太古城太裕路1号宝安
阁2楼P506-507号铺 

2567 9848 日语 

帝京香港幼稚园 香港跑马地成和道81号 2833 9963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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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II 2021/22学年开办中英以外语文科目的官立、资助和直资小学 

 

学校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其他语文科目 

地利亚(闽侨 )英文小学

(直资学校) 

新界青衣长安村第二期 2432 5123 法语(属选修科目并正逐

步取消；只供现届小六学

生修读) 

拔萃男书院(直资学校) 九龙旺角亚皆老街131

号 

2624 4292 法语(核心科目) 

 

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

王锦辉中小学(直资学校) 

新界沙田石门安睦里6

号 

2637 2277 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

牙语(小五和小六) 

香港道教联合会云泉学

校 

九龙安善道牛头角上村 2757 0854 法语、旁遮普语和乌尔都

语兴趣小组 

李郑屋官立小学 九龙深水埗东京街43号 2386 8049 乌尔都语 

(选修科目) 

保良局陈守仁小学 九龙油麻地海庭道6号 2367 3318 法语、日语和西班牙语

(选修科目) 

圣玛加利男女英文中小

学(直资学校) 

九龙深水埗深旺道33号 2396 6675 德语(小一至小六) 

法语(小一至小六) 

日语(小一至小六) 

西班牙语(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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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V 2021/22学年开办中英以外语文科目的官立、资助和直资中学 

 

学校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其他语文科目 

明爱屯门马登基金

中学 

新界屯门旺贤街3号 2461 0304 在高中级别开设作为文凭

试选修科目的乌尔都语(中

四至中六) 、西班牙语(中四

至中六)和日语(中四至中

五)科，而在初中级别(中一

至中三)，乌尔都语和日语

则属于其他学习经历的部

分课堂活动 

基督教宣道会宣基

中学 

新界将军澳唐俊街6

号 

2191 6022 日语(中一和中二) 

 

启思中学(直资学

校) 

新界将军澳蓬莱路3

号 

2336 0233 西班牙语(中五和中六) 

(国际文凭课程的选修科目) 

拔萃男书院(直资学

校) 

九龙旺角亚皆老街
131号 

2711 5191 法语(中一至中六)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

宏信书院 

新界元朗榄口村路
25号 

8208 2092 法语(选修科目) 

(IB课程的中五至中六) 

粉岭救恩书院 新界粉岭欣盛里3号 2144 4545 日语(选修科目) 

(中四至中六) 

香港浸会大学附属

学校王锦辉中小学

(直资学校) 

新界沙田石门安睦
里6号 

2637 2270 日语、德语、 

法语和西班牙语 

(中一和中二)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

李国宝中学(直资学

校) 

九龙旺角(西)海泓道
8号 

2626 9100 法语(中一至中六)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

显纪念中学 

新界上水彩园村 2672 6820 日语(选修科目) 

(中四至中六) 

伊斯兰脱维善纪念

中学 

香港柴湾翠湾街22

号 

2570 9066 阿拉伯语(中一至中三)、尼

泊尔语(中一至中六) , 乌尔

都语(中一至中六) 

喇沙书院 九龙喇沙利道18号 2338 7171 法语(中一至中六) 

 

林大辉中学(直资学

校) 

新界沙田银城街25

号 

2786 1990 日语(中四和中五) 

 

罗定邦中学 新界大埔马聪路8号 2685 1210 西班牙语(中一至中六) 

 

保良局颜宝铃书院

(直资学校) 

九龙土瓜湾崇安街
26号 

2462 3932 法语(中一至中六) 

 

玫瑰岗中学 香港司徒拔道41号B 2835 5127 西班牙语(中一至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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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其他语文科目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

学(西九龙) 

九龙大角咀海帆道
22号 

2576 1871 印度语和乌尔都语 

(中一至中六) 

法语和西班牙语  

(中一至中三) 

圣若瑟书院 香港中环坚尼地道7

号 

2522 1204 法语(中三) 

圣玛加利男女英文

中小学(直资学校) 

九龙深水埗深旺道
33号 

2396 6675 德语(中一至中六) 

法语(中一至中六) 

日语(中一至中六) 

西班牙语(中一至中六) 

圣保禄学校(直资学

校) 

香港铜锣湾礼顿道
140号 

2576 1692 法语(中一至中六) 

 

顺德联谊总会翁佑

中学 

新界元朗天水围天
恒村 

3157 0632 日语(中一至中六) 

 

圣公会白约翰会督

中学 

新界元朗凤攸南街
(包括G3,G4及G5室) 

2475 4778 日语(选修科目)  

(中四) 

王肇枝中学 新界大埔广福道182

号 

2656 1270 日语(选修科目) 

(中四至中六) 

港青基信书院(直资

学校) 

新界东涌松逸街2号 2988 8123 法语(中一至中六) 

西班牙语(中一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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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V 香港国际学校及英基学校协会辖下学校名单 

 

中小学 

学校名称 

 

学校网址 

美国国际学校 https://www.ais.edu.hk/ 

American School Hong Kong https://www.ashk.edu.hk  

香港澳洲国际学校 https://www.aishk.edu.hk/ 

加拿大国际学校 https://www.cdnis.edu.hk/ 

香港犹太教国际学校 https://www.carmel.edu.hk/  

汉基国际学校 https://www.cis.edu.hk/ 

宣道国际学校 https://www.caisbv.edu.hk/ 

愉景湾国际学校 https://www.dbis.edu.hk/ 

德思齐加拿大国际学校 https://www.dsc.edu.hk/ 

德瑞国际学校(英文部) https://www.gsis.edu.hk/ 

德瑞国际学校(德文部) https://www.gsis.edu.hk/ 

哈罗香港国际学校 https://www.harrowschool.hk/ 

香港学堂国际学校 https://www.hkacademy.edu.hk/ 

香港国际学校 https://www.hkis.edu.hk/ 

香港日本人学校 http://www.hkjs.edu.hk/ 

赛马会善乐学校 https://www.jcsrs.edu.hk/ 

启历学校 https://www.kellettschool.com/   

苏浙小学及苏淅公学(国际部) https://www.kcis.edu.hk/ 

韩国国际学校(英文部) https://www.kis.edu.hk/ 

韩国国际学校(韩文部) https://www.kis.edu.hk/ 

法国国际学校(英文部) https://www.fis.edu.hk/ 

法国国际学校(法文部) https://www.fis.edu.hk/ 

香港墨尔文国际学校 https://www.malverncollege.org.hk/ 

Nord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https://www.nais.hk/ 

新加坡国际学校 https://www.singapore.edu.hk/ 

港湾学校 https://www.ths.edu.hk/ 

https://www.ais.edu.hk/
https://www.ashk.edu.hk/
https://www.aishk.edu.hk/
https://www.cdnis.edu.hk/
https://www.carmel.edu.hk/
https://www.cis.edu.hk/
https://www.caisbv.edu.hk/
http://www.dbis.edu.hk/
https://www.dsc.edu.hk/
https://www.gsis.edu.hk/
https://www.gsis.edu.hk/
https://www.harrowschool.hk/
https://www.hkacademy.edu.hk/
https://www.hkis.edu.hk/
http://www.hkjs.edu.hk/
https://www.jcsrs.edu.hk/
https://www.kellettschool.com/
https://www.kcis.edu.hk/
https://www.kis.edu.hk/
https://www.kis.edu.hk/
https://www.fis.edu.hk/
https://www.fis.edu.hk/
https://www.malverncollege.org.hk/
https://www.nais.hk/
https://www.singapore.edu.hk/
https://www.th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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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学校名称 

 

学校网址 

毕架山小学 https://www.beaconhill.edu.hk/ 

白普理小学 https://www.bradbury.edu.hk/ 

宣道会刘平斋纪念国际学校 https://www.capcl.edu.hk/ 

清水湾小学 https://www.cwbs.edu.hk/ 

己连拿小学 https://www.glenealy.edu.hk/ 

康乐园国际学校(小学部) https://www.ichk.edu.hk/ 

香港日本人学校(英文部) http://www.jis.edu.hk/  

香港日本人学校(日文部) http://www.jis.edu.hk/ 

坚尼地小学 https://www.kennedy.edu.hk/ 

京斯敦国际学校 https://www.kingston.edu.hk/  

九龙小学 https://www.kjs.edu.hk/  

大屿山国际学校 https://www.lis.edu.hk/  

挪威国际学校 https://www.nis.edu.hk/  

山顶小学 https://www.ps.edu.hk/  

鲗鱼涌小学 https://www.qbs.edu.hk/  

沙田小学 https://www.sjs.edu.hk/  

思贝礼国际学校 https://www.shrewsbury.hk/ 

蒙特梭利国际学校 https://www.ims.edu.hk/ 

朗思国际学校 https://www.tis.edu.hk/ 

耀中国际学校 https://www.ycis-hk.com 

 

 

中学 

学校名称 

 

学校网址 

协同国际学校 http://www.cihs.edu.hk/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https://www.ichk.edu.hk  

港岛中学 https://www.island.edu.hk/  

英皇佐治五世学校 https://www.kgv.edu.hk/  

弘爵国际学校 https://sris.edu.hk/ 

沙田学院 https://www.shatincollege.edu.hk/  

南岛中学 https://www.sis.edu.hk/  

西岛中学 https://www.wis.edu.hk/  

 

 

请浏览以下网址的特备学校名册以获取最新学校资讯：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useful-school-list/index.html 

 

 

截至2021年10月的资料 

https://www.beaconhill.edu.hk/
https://www.bradbury.edu.hk/
https://www.capcl.edu.hk/
https://www.cwbs.edu.hk/
https://www.glenealy.edu.hk/
https://www.ichk.edu.hk/
http://www.jis.edu.hk/
http://www.jis.edu.hk/
https://www.kennedy.edu.hk/
https://www.kingston.edu.hk/
https://www.kjs.edu.hk/
https://www.lis.edu.hk/
https://www.nis.edu.hk/
https://www.ps.edu.hk/
https://www.qbs.edu.hk/
https://www.sjs.edu.hk/
https://www.shrewsbury.hk/
https://www.ims.edu.hk/
https://www.tis.edu.hk/
https://www.ycis-hk.com/
http://www.cihs.edu.hk/
https://www.ichk.edu.hk/
https://www.island.edu.hk/
https://www.kgv.edu.hk/
https://sris.edu.hk/
https://www.shatincollege.edu.hk/
https://www.sis.edu.hk/
https://www.wis.edu.hk/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useful-school-list/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