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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事業近年積極增加經費投入，兼顧大中小幼特及職業教育的多元

類別，取得顯著進步。對香港師生來說，認識國家教育發展，除了是國情教

育的重要一環外，亦能看到對本地教育的啟示。透過更多更廣泛更深入的兩

地青少年交流機會，香港年輕學生以至老師校長，對國家教育、科技、文

化、經濟、社會、政治、生態等領域可以有更全面的認識，對培育具國家觀

念、香港情懷、世界視野、對社會有承擔的新一代至關重要。

總 結

1) 試分別從學生、教師、社會角度，說明國家教育經費大幅增長帶
來的好處。

2) 「教育交流能促進不同地方的知識文化互動以至社會發展」，你
多大程度認同有關說法？試說明。

想 一 想

教育經費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連年增長，2017年達42,557億元，而2012年
至2017年間增幅達83.8%，佔GDP比例連續6年保持在4%以上。
如果以2012年至2017年前後6年計，累計教育投入達17.7萬億元，比
起1952至2011年間60年的累計投入總和更多。

項目

出國留學人員

留學回國人員

來華留學人員

2012年

40.0萬人

27.3萬人

32.8萬人

2017年

60.84萬人

48.09萬人

48.92萬人

增長

52.1%

76.2%

49.1%

教育交流合作
改革開放 40年來，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達

519.49萬人，目前有145.41萬人正在國外進行相關階段
的學習和研究。至於留學回國人數穩步提升，高層次人
才回流趨勢明顯，共計313.20萬名留學生在完成學業後
選擇回國發展，佔已完成學業留學生人數的83.73%。
2017年共有48.92萬名外國留學生在中國高等院校學

習，規模增速連續兩年保持在10%以上。現時，中國已
成為世界上最大留學生生源國和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

支出佔GDP 4% 亞最大留學目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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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回想一次你記憶深刻的內地交流經驗，活動對你的國情認知或視野有何幫助？
個人又有何最大得着？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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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階段教育：提高普及水平
2017年，全國共有3,971萬名高中
階段在校生，當中59.8%為普通高中
在校生，40.1%為中職院校在校生，
另有0.1%為成人高中在校生，高中
階段入學率為88.3%，比2012年的
85%增長3.3個百分點，也超過中高
收入國家83.8%的平均水平。

各類教育趨健全 入學率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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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階段快速邁進

1)參考資料，分別從在學學生人數及入學率角度，
描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

2) 就中國上述各教育範疇近年的發展成果，你認
為哪一方面進步最為顯著？試參考上述資料及
就你所知，解釋答案。

想 一 想

在2017年，全國共有高等院校2,631所，在學總規模達
3,779萬人，已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國，佔全球高等
教育總規模五分一。大學入學率由2012年的30%，上升
至2017年的45.7%，增長15.7個百分點。

學前教育：跨越式發展

職業教育和持續教育：
體系進一步健全
2017年，全國共有職業院校1.21
萬所，中高職在校生2,680萬人。而
針對高中程度的中等職業教育學生
情況，就讀普通中專的學生有713
萬名、成人中專的有127萬名、職
業高中的有414萬名、技工學校的
有338萬名，總數約1,592萬人。
繼續教育方面，接受各種非學歷

中等教育的學生4,538.3萬人次，
而接受各種非學歷高等教育的學生
則有927.37萬人次。

特殊教育：全面提升質量
全國特殊教育學校在2017年共有2,107所，招收特

殊教育學生11.08萬人，在校生57.88萬人。
在普通小學、初中隨班就讀和附設特教班招收的學

生則有5.66萬人，在校生30.4萬人，分別佔特殊教育
招生總數和在校生總數的51.1%和52.5%。

學前教育是國家近年有長足發展
的範疇之一。在2017年，幼兒園
三年的入園率為79.6%，遠高於
2012年的64.5%，提前完成了教育
規劃綱要提出的70%基本普及目
標，並超過了中高收入國家73.7%
的平均水平。
整體來說，小學新生中曾接受學

前教育的比例達98.4%。小學及初中義務教育：
鞏固普及成果
2017年，全國共有21.89萬所小學
及初中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在校生
約1.45億人，包括1億94萬名小學生
及4,442萬名初中生。其中小學淨入
學率達99.91%；而初中階段的毛入
學率更超過100%，即在校學生總數
較適齡人口總數更多。
整體來說，中國九年義務教育普及
水平已超過世界高收入國家平均水
平，而義務教育鞏固率亦有93.8%，
即每100個小一入學的學生，有近94
人能初中畢業，確保年輕學子接受教
育的機會。

交流情況概覽
組織方：每年參與組織交流活動的香港

團體、機構及院校超過500家
項目數量：每年超過1,000個
目的地：覆蓋全國31個省區市
內容：涵蓋教育、科技、文化、經濟、

社會、政治、生態等領域

方式主要有5種：
一、參觀考察。包括學生的各種短期交

流活動、教師的交流等，每年8萬
多人。

二、大學生實習。由於實習時間超過一
個月，香港大學生能夠充分體驗內
地職場文化，增加國情認知，加深
與內地同胞的情誼，每年約6,000
人。

三、結對交流。「姊妹學校計劃」是重
要的交流平台。目前，兩地結對的
中小學校已超千對。

四、義工服務。主要是組織香港青年到
內地從事義教等志願服務，每年約
5,000人。

五、高校交流。教育部「萬人計劃」，
每年組織近萬名香港高校師生赴內
地交流。

姊妺學校計劃
「姊妹學校計劃」自2004年開展以來，
為內地與香港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
了一個專業交流及合作的平台，讓學校按
校本發展需要，與姊妹學校一起舉辦不同
層面的交流活動。
目前，內地與香港締結姊妹學校數超過

1,000對，其中香港中小學校共有640所參
與締結，佔香港中小學校六成多。
特區政府制訂了《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

學校交流試辦計劃》，國家教育部和香港

教育局對該計劃給予了很大的支持。該計
劃為期三年，對在2015年至2018年之間參
加兩地姊妹學校計劃的香港中小學，按照
12萬港元/年/校的標準給予資助，並提供
相應的專業支持。2018年，特區政府《財
政預算案》宣佈下學年起將《促進香港與
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恒常化，學
校津貼額由每年12萬元增加到15萬元。
姊妹學校作為一個專業交流及合作的平

台，有助兩地學校建立長期合作的友好關
係，以及進行恒常的協作交流活動。兩地
的姊妹學校透過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動，締
結濃厚情誼，開闊師生視野，促進兩地學
校發展，培養優秀的人才。

香港與內地高校師生交流計劃
香港與內地高校師生交流計劃（簡稱

「萬人計劃」）是在2011年時任國務院副
總理李克強出席香港大學百年校慶時宣佈
的「千人計劃」基礎上，由中央政府大力
支持的惠及全港所有大學的合作交流計
劃，以此為平台加強兩地高校在人員交
流、人才培養及科研領域的合作，促進內
地與香港青年菁英和專家學者間的聯繫，
推動兩地教育科技和社會經濟的共同進步
和發展。
在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大力支持及內地與

香港高校共同努力下，「萬人計劃」項目
已經成為幫助香港師生了解內地發展、增
強國家認同、凝聚民族意識的重要管道。
近兩年來，參與該項目的香港高校和內

地高校均大有增加。針對香港高校師生的
需求，項目內容設置更加注重多元化，特
別是由傳統的交流互訪，逐步轉向與國家
發展、學校專業、學生興趣相結合，香港
大學等6所高校的部分專業已經將「萬人
計劃」項目納入大學課程設置和學生學分
記錄，使項目發展更符合項目設計初衷。

兩地交流頻繁 港青北上途徑多

國家重國家重

投放年年增
投放年年增

少年強則國家強，教育涉及千家萬戶、惠及子孫後代，

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國家一直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

地位，近年總體教育事業更取得了歷史性進展，包括高等

教育、中小學義務教育、學前教育、特殊教育及職業教育

體系的建設及入學率，均躍居世界中上行列。此外，國家

教育經費亦不斷增長，2017年的投入達4.26萬億元，5年

間增長逾八成，並連續保持佔GDP比例4%以上，教育交

流合作方面，也日益廣泛深入。

現 代 中 國 ＋ 今 日 香 港

教育教育

■■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畢業生們拋起學畢業生們拋起學
士帽士帽，，慶賀畢慶賀畢
業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來中國留學外來中國留學外
國 學 生 不 斷 增國 學 生 不 斷 增
加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明德工程幫助內地農村或災區兒童就學，
提供機會讓大學生運用所學貢獻社會。

■■國家近年總體教育事業更取得了歷史性進展國家近年總體教育事業更取得了歷史性進展，，
建設及入學率均躍居世界中上行列建設及入學率均躍居世界中上行列。。圖為小朋友圖為小朋友
們在端午節放飛氣球們在端午節放飛氣球「「送祝福送祝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國幼兒園數量

全國在園幼兒數

學前三年入園率

2012年

18.1萬

3,685.8萬

64.5%

2017年

25.5萬

4,600.1萬

79.6%

變化

↑40.9%

↑24.8%

↑15.1%

幼園數量入園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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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星期二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四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星期五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