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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香港英國國民（海外）簽證人士的歡迎小冊子 
 
此歡迎小冊子是供持有香港英國國民（海外）簽證的人士參閱，旨在協助您在英國安

頓下來，並按部就班地指導您使用英國公共服務，例如在英國的求職準備、如何為您

與家人註冊醫生診所、或如何為您的子女物色學校。 
  
此小冊子個別章節只包含與英格蘭相關的服務資訊，如欲了解有關蘇格蘭、威爾斯或

北愛爾蘭的資訊，可參考英國政府網站 GOV.UK 上有關地方的連結。此小冊子所載資

料僅反映當下情況，其內容將不時視乎最新情況而檢討和更新。 
 

英國首相約翰遜的序言 
 
我代表英國全國人民向您們表示最熱烈的歡迎。  
  
我想像到舉家遷往他國重新生活是多麼艱難，但我可毫不猶

疑地說，您將在這裡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首先，英國一直歡迎在原居地面臨權利和自由受限制的人移

居英國，這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悠久傳統。 
  
雖然英國與香港相隔千里，亦有許多相異之處，但在英國生活的基本原則，對您來說

也許熟悉不過。畢竟，英國自一個多世紀以來，已蓬勃發展成自由和繁榮的社會經濟

體，人們在這裡可以暢所欲言，並盡其所能地發揮才華。  
  
我希望這小冊子能引領您至一個熟悉的世界，更希望這小冊子能協助您落地生根、發

展所長、建立事業和培育子女，並加深對英國的認識。 
  
非常歡迎您來到英國，希望這些資訊能協助您和家人順利移居，並且與我們一起在這

美好的國度生活。  
 
 
 
 
 
 
 
 
 
 
 
 
 
 
 
 
 
 
 

https://www.gov.uk/british-national-overseas-bno-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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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社區及地方政府大臣鄭偉祺（Rt Hon Robert Jenrick MP）與 
內政大臣彭黛玲（Rt Hon Priti Patel MP）的序言 
 

英國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國家。基於與香港人有著深

厚而特殊的關係，我們會信守諾言並履行對香港人的責任。我們

正在向持有英國國民（海外）（BN(O)）身份人士及其家屬提供

前所未有的待遇。我們知道您選擇接受此待遇後，將如世世代代

英籍香港人一樣，為英國社會作出重大貢獻。  
 
英國政府致力使您能舒適輕鬆地移居此地，希望您有賓至如歸的

感覺。我們與地方議會合作制訂各項計劃，幫助您求職、創業和

就學，並提供所需的英語學習教學。 
   
本指南載有如何獲取相關協助的有用資訊，以及在英國定居的各

種生活須知，包括如何物色居所、就業和商業機會等建議。 
  
如要獲取此簽證，您必須證明您有能力在這裡生活至少六個月。

然而，我們知道人們有時會遇到困難，因此本指南還列出了如何

獲得額外幫助。   
 
這些資訊是一個協助您的起點，您可透過居所附近的接待中心、地方議會和民間團

體，獲取更詳細的建議。  
 
移居他國總是充滿挑戰和考驗，但我們想在此強調，本屆政府非常重視英籍香港人社

群。我們將在能力範圍內傾盡一切努力，確保您獲得與其他英國國民同樣享有的尊嚴

和尊重，並希望幫助您充分把握未來所有機會。 
   
我們衷心盼望，您會逐漸認識到英國是一個讓您能永遠享有自由和茁壯成長的地方、

一個您可稱之為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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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 BN(O)簽證後 

 
香港英國國民（海外）簽證由內政大臣彭黛玲（Rt Hon Priti Patel）推出，您可在以

下網址閱讀她的聲明：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ong-kong-bno-visa-uk-
government-to-honour-historic-commitment 
 
您的身份 
 
如果您已獲取 BN(O)簽證，這代表：  

• 您和符合條件的家屬能前往英國生活、求學和不受限制地工作，進而申請成為

英國公民。在英國住滿五年後，您和家屬可以申請定居英國，再居留滿十二個

月就可以獲取英國公民身份。  
• 您可以享用英國公共服務，如醫療保健和教育 
• 您可以在英國工作  
• 您將受「不得領取公共經濟援助」（No Recourse to Public Funds）限制，但

在特殊情况下，可就此申請變更（參閱第八節-申請公共經濟援助）  
 
生物辨識晶片居留許可證（BRP, 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 
 
一旦獲得 BN(O)簽證，您可根據申請方式，上網查閱移民身份資料（若您使用「英國

移民：身份檢查」（UK Immigration: ID Check）手機應用程式申請），或貼有臨時簽

證貼紙（vignette）的護照。  
 
如果您持有臨時簽證貼紙，您須在抵英後領取生物辨識晶片居留許可證（BRP）。您

必須在臨時簽證貼紙過期前或在抵達英國 10 天內完成（以較後的期滿日為準）。您在

申請簽證時可選擇領取 BRP 的地點。 
 
您的 BRP 將載有: 

• 您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 
• 您的指紋和全臉照片（這屬於您的生物特徵資料） 
• 您的移民身份和其居留條件 
• 您是否可以領取公共經濟援助，例如各種福利和保健服務 

 
請妥善保管此許可證，因為它將是您在英國的身份證明，並顯示您可居留英國的時

間。  
 
數碼移民申請 
 
如果您透過「英國移民：身份檢查」（UK Immigration: ID Check）手機應用程式申請

簽證，並掃描了您的 BN(O)、香港特別行政區或歐洲經濟區護照，您將不會收到臨時

簽證貼紙，也毋須領取 BRP。相反，您能在網上查閱您移民身份的資料，亦可透過網

上服務與他人分享您的移民身分資料（例如僱主或大學）。如欲了解詳情，請參閱：
https://www.gov.uk/view-prove-immigration-statu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ong-kong-bno-visa-uk-government-to-honour-historic-commitmen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ong-kong-bno-visa-uk-government-to-honour-historic-commitment
https://www.gov.uk/biometric-residence-permits
https://www.gov.uk/biometric-residence-permits/personal-data
https://www.gov.uk/view-prove-immigration-status


5 
 

您的網上移民身份資料將顯示：  
• 您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 
• 您的移民身份和相關居留條件 
• 您的簽證有效日期(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 

 
作為 BN(O)簽證持有人，您有權選擇在英國任何地方居住。 
 
如欲了解英國國籍申請資訊和居英生活指南（包括選民登記），請瀏覽：                                                               
https://www.gov.uk/browse/citizenship/citizenship 
 
 
 
 
 
 
 
 
 
 
 
 
 
 
 
 
 
 
 
 
 
 
 
 
 
 
 
 
 
 
 
 
 
 
 
 
 
 
 
 

https://www.gov.uk/browse/citizenship/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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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生活 

 
人口  
 
英國是一個崇尚自由、自主、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國家，來自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在此共

同生活和工作。英國大約有 6，600 萬人口，有些地區較為多元，尤其是規模較大的

城市。2011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超過 14%人口界定自己為白人以外的族裔。今年的

人口普查正在進行，詳情可參閱：https://census.gov.uk/ 
 
英籍香港人社群  
 
英國為大批英籍香港人的家園，他們分布於英國各地，這些社群為英國作出了重大貢

獻。從早期移民到今日，英籍香港人在各個領域都有蓬勃的發展，在教育、醫療、媒

體、商業和貿易領域，是英國輝煌成就的中流砥柱。 
 
放眼至電影界或科學界，我們都能找到英籍香港人貢獻英國的例子。  
 
無論是在英國成為教師、小企業家、國民保健員工、護理人員或英軍，英籍香港人在

我們的社會都舉足輕重。  
 
選擇居住地 
 
作為 BN(O)身份持有人，您有權選擇居住在英國任何地方。  
 
在挑選居住地時，您可能需要考慮一些事項。這包括特定行業的工作機會（參閱下文

的就業章節）、教育、住屋、當地文化和與親朋的聯繫。  
 
英國由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四個地方組成，各地都有著輝煌的產業和

優勢。您可透過以下連結了解詳情： https://northernpowerhouse.gov.uk/ 或 
https://www.midlandsengine.org/。 
 
如欲了解各地產業所需的技能，可就您感興趣的範疇，瀏覽技能諮詢小組（Skills 
Advisory Panel） 網站：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kills-advisory-
panels/skills-advisory-panels-list 
 
若教育是您家庭移居英格蘭時的重要一環，請參閱本文第七章和《附件 C》以了解相

關資訊，這包括如何為您的孩子尋找學位。 
 
英國各地正設立一個名為「香港移民歡迎中心（Hong Kong Welcome Hubs）」的網

絡，這些中心由「移民策略合作夥伴（Strategic Migration Partnerships）」營運。12
個中心遍佈英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和蘇格蘭（請參閱下方地圖），這些合作夥伴

在國家移民政策上扮演重要的協調與支援角色，在融合計劃中亦不可或缺。英國政府

網站 GOV.UK 將提供更多關於歡迎中心的資料。 

https://census.gov.uk/
https://northernpowerhouse.gov.uk/
https://www.midlandsengine.or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kills-advisory-panels/skills-advisory-panels-lis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kills-advisory-panels/skills-advisory-panel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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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各地移民策略合作夥伴 

英國移民策略合作夥伴 

移民約克郡（Migration Yorkshire） 

西密德蘭移民策略合作夥伴（WMSMP) 

威爾斯移民策略合作夥伴（WSMP） 

英格蘭西南移民策略合作夥伴 

英格蘭東南移民策略合作夥伴（SESMP） 

蘇格蘭地方政府移民策略合作夥伴（CSMP） 

北愛爾蘭移民策略合作夥伴（NISMP） 

英格蘭西北移民策略合作夥伴（RSMP） 

英格蘭東北移民策略合作夥伴（NESMP） 

倫敦移民策略合作夥伴（LSMP） 

東密德蘭移民策略合作夥伴（EMSMP） 

東英格蘭移民策略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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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 
 
英國天氣多變，地處大西洋沿岸，海水相對溫暖，但同時受到鄰近歐洲大陸影響，地

理原因是形成天氣的重要因素。地形和土地利用變化的距離相近，加上漫長的海岸線

和諸多島嶼，都令天氣更為多變。 
 
一般來說，英國東部和南部較西部和北部更乾燥、溫暖、日照更充沛，而風勢較弱。

這些良好天氣常見於春夏兩季，在秋冬兩季則較少。當然英國的天氣非能一概而論，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英國各地天氣和季候的差異，請瀏覽英國氣象局網站相關資料：英

國區域氣候 – 英國氣象局。 
 
宗教場所  
 
英國最大的宗教為基督教，教徒約 3,320 萬人（佔人口 59%），第二大宗教為伊斯蘭

教，教徒約 270 萬人（佔人口 5%），而大約四分之一的英國人口沒有宗教信仰。 
 
英國是一個多元信仰社會，在較大的城市和城鎮有清真寺、教堂、猶太教堂、寺廟和

其他宗教場所。許多新移民可透過宗教場所得到支援與協助，並在些場所結識朋友，

幫助他們適應環境並找到歸屬感。英國信仰網絡（Inter Faith Network）
（https://www.interfaith.org.uk/）等團體可協助您尋找當地宗教場所，如當地教堂、

清真寺或佛教寺廟。 
 
英國許多教會已表示歡迎香港人，詳情可瀏覽此網站：https://ukhk.org/ 
 
語言  
 
英國英語使用英式串法，與美式英語略有不同。英國各地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口音，例

如威爾斯廣泛使用和教授的威爾斯語（Welsh），蘇格蘭蓋爾語（Scots Gaelic）、蘇

格蘭語（Scots）、愛爾蘭語/蓋爾語（Irish/Gaelic）和康和語（Cornish）。 
 
週末和公眾假期  
 
英國週末為星期六和星期日，大多數辦公室在週末均不辦公。銀行和郵局通常於週一

至週五和週六早上營業，但週六下午和週日停止營業。大多數商店和餐廳於週六和週

日大部分時間都維持營業。  
 
英國全年有多日公眾假期。有些公眾假期屬於全國假日，有些則屬於英格蘭和威爾

斯、蘇格蘭或北愛爾蘭的地方假日。大多數企業在公眾假期休息，但商店、餐廳和休

閒設施通常保持營業。 
 
文化 
 
英國全年有各項藝術、音樂和文化節，如倫敦的諾丁山嘉年華會（Notting Hill 
Carnival）和蘇格蘭的愛丁堡藝術節（Edinburgh Festival）等。這裡的主要基督教節

日為聖誕節和復活節，另外還有來自其他宗教的習俗和傳統，如開齋節（伊斯蘭

https://www.metoffice.gov.uk/research/climate/maps-and-data/regional-climates/index
https://www.metoffice.gov.uk/research/climate/maps-and-data/regional-climates/index
https://www.interfaith.org.uk/
https://uk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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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排燈節（印度教）和光明節（猶太教），這些習俗和傳統在英國社會獲廣泛承

認，並有相應的慶祝活動。 
 
英國擁有多所世界頂級博物館和美術館，當中很多供人免費參觀，包括音樂場所和劇

院。英國郊區還有美麗的鄉村和許多城堡、歷史建築、公園和花園。 
 

• 英國旅遊（Visit Britain） - 英國官方旅遊網站，提供英國藝術、文化和戶外活

動等的導賞。 
• 國家信託（National Trust） - 國家慈善機構，致力於自然、美景和古蹟保育，

以確保這些資源得以傳承。該機構保護著英國綿延數千里的海岸線、林地和鄉

村，以及遍佈英國各地的數百座歷史建築、莊園和珍貴收藏品。 
• BBC 英國歷史欄目 - 英國各時代的歷史概覽。 

 
鄰里社區  
 
您所在的社區大多設有各項當地和生活設施。大城市和城鎮皆設有郵局、藥房、超市

和種類繁多的食肆。您的社區會提供休閒中心或健身房，可供您運動或鍛煉，亦會有

公園和圖書館，後者除讓市民借閱書籍，更提供上網服務。每個人都可免費使用圖書

館和公園，而休閒中心的收費一般都是相宜。   
 
許多社交媒體平台都有由當地居民或地方議會管理的群組，這些群組會提供當地和生

活設施資料。 
 
志願服務 
 
從事志願服務（義工）是認識新朋友和了解您所在地區的上佳渠道。志願服務組織可

以是慈善機構、志願組織或相關籌款或法定機構，如欲了解有關志願服務的詳情，可

參閱：https://www.ncvo.org.uk/ 或 https://nhsvolunteerresponders.org.uk/（COVID-
19 疫苗接種義工服務）。 
 
政治制度  
 
英國的核心價值觀包含民主、法治、尊重、包容和個人自由。 
 
英國奉行君主立憲制和議會民主制。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為國家元首，但政治實權由民

選議會掌握，並由首相領導政府。政府通常由透過自由公正選舉於英國議會佔據最多

議席的政黨組成。 
  
議院的上議院和下議院擁有制訂法律的權力，下議院由 650 名地方選區代表（議員）

組成，議員每五年透過公眾選舉產生，而上議院則由任命的議員組成。  
 
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亦有各自的政府，雖然它們的職責不盡相同，但通常都負

責醫療保健和教育等議題。  
 
 
 

https://www.visitbritain.com/gb/en
https://www.nationaltrust.org.uk/
http://www.bbc.co.uk/history/british/
http://www.bbc.co.uk/history/british/
https://www.ncvo.org.uk/
https://nhsvolunteerresponders.org.uk/
https://www.parliamen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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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透過以下連結，了解這些地方的服務： 
 
蘇格蘭：https://www.scotland.org/live-in-scotland/moving-to-scotland#/welcome 
威爾斯：https://sanctuary.gov.wales/  
北愛爾蘭：https://www.northernireland.gov.uk/  
 
選民登記 
 
有關選民登記詳情，請參閱：https://www.gov.uk/register-to-vote。您可在英國議會網

站，瀏覽您所屬地區議員的資料：
https://members.parliament.uk/members/Commons  
 
若您是 BN(O)身份持有人，您將符合居英的英聯邦公民資格，因此將享有完整的投票

權。但是，如果您的家屬非註冊的 BN(O)身份持有人，在尚未取得公民身份之前，他

們不享有投票權，除非他們持有其他形式的公民身份，而此公民身份賦予他們投票權

利。 
 
地方政府  
 
在英國，地方政府負責為特定地區的市民和企業提供各項重要服務，例如社會照護、

學校、房屋與規劃，以及垃圾收集，亦包括其他職能服務，如發放牌照、營商協助、

登記服務和蟲害防治等。 
 
地方政府從各種來源集取公帑，包括中央政府撥款、市政稅和各種收費。市政稅

（Council tax）由各地方政府按年而定，而每戶所須繳付的市政稅金額，均基於他們

的房屋價值和收入。如欲了解豁免詳情，請參閲：https://www.gov.uk/council-tax 
 
地方議會是最常見的地方政府機構，由地方居民選舉產生的地方議員組成。 
 
地方議員與當地市民或團體（如當地企業和其他組織）合作，共同商訂並落實當地的

優先事項。這些決策由常任政府工作人員和政府職員執行。議員由當地選民選舉產

生，如您有任何議員可代為申訴的事宜，請與您的議員聯絡。詳情請參閲：
https://www.gov.uk/find-your-local-councillors  
 
英格蘭許多地區有兩種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 

• 郡議會（county councils） 
• 區議會、鎮議會或市議會（district， borough or city councils） 

 
在英國某些地區，只有一個（單一）地方政府層級，提供所有地區服務。主要有三種

類型： 
• 單一政區  
• 倫敦自治市镇 
• 都會自治市鎮 

 
另外還有一種區域政府機構(即聯合政府機構，Combined Authorities)，由兩個或兩個

以上的議會合作，跨區作出集體决定。 

https://www.scotland.org/live-in-scotland/moving-to-scotland#/welcome
https://sanctuary.gov.wales/
https://www.northernireland.gov.uk/
https://www.gov.uk/register-to-vote
https://members.parliament.uk/members/Commons
https://www.gov.uk/find-your-local-council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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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尋找您所在地的當地議會資料，請參閱：https://www.gov.uk/find-local-
council  
 
英國的法律 
 
在英國，尊重法律非常重要。每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如果您觸犯法律，就須接受懲

罰，而具體懲罰可能包括罰款或監禁。  
 
法律在英國適用於每一個人。案件由法院法官依法裁决。在任何情况下，案件雙方都

會受到公平對待，每個人都可聘請律師進行辯護。  
 
英國有兩種法律：  

• 民法，旨在解决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 刑法，專為犯罪和懲罰  

 
這兩種法律都規範您在英國的各項行為。  
 
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個別法律會存在差異。  
 
警察及其職責 
 
警察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公眾、公眾權利和捍衛法律。警察意旨提供幫助，無論您在任

何情況下，都可以不須畏懼下向警察求助，例如您是罪案的受害人、目睹犯罪發生、

或者需要取得一般協助（如迷路）等。  
 
如果您因為遇到罪案而需要報警，您應該致電以下電話號碼：  
 
999–如果您遭遇緊急情况，例如受到襲擊或目睹犯罪發生，都可以致電此號碼。當您

打 999 電話時，請說明您要「報警」，因為 999 電話也可用於召喚救護車或報告火

災。  
 
101–若遇到不太緊急的情況，可致電此號碼，例如財產遭到破壞、向警方提供犯罪資

料或一般查詢。 
 
若您不滿警方提供的服務，您可以直接向相關警察部門或負責監督處理警察投訴的辦

公室投訴：英格蘭和威爾斯 - 警察行為獨立辦公室（Independent Office for Police 
Conduct），負責監督處理英格蘭和威爾斯警察投訴的系統；蘇格蘭 - 警察調查和審

查專員（Police Investigations & Review Commissioner， PIRC）；北愛爾蘭 - 警察

監察專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Police Ombudsman）。這些機構會為公正且獨立地調

查有關警察的操守和行為。 
  
金錢 
 
英國的貨幣為英鎊（£），而 £1（一英磅）等於 100p （100 便士）。大多數地方都

接受現金付款，但愈來愈多人使用扣賬卡或信用卡來支付商品和服務。  

https://www.gov.uk/find-local-council
https://www.gov.uk/find-local-council
https://www.policeconduct.gov.uk/
https://pirc.scot/
https://pirc.scot/
https://www.policeombudsman.org/
https://www.policeombudsm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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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銀行帳戶  
 
英國銀行種類繁多，您可以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銀行，還可使用僅提供網上銀行的服

務。  
 
如欲開立銀行帳戶，您通常需要出示身份證明（如護照、駕駛執照或認可的身份證

等）、以及地址證明（如租約或煤氣費、電費或電話費帳單等）。開立銀行帳戶時，

您應詢問銀行會否收取任何相關費用。  
 
開戶後，您通常會收到一張扣賬卡，而銀行卡都是免接觸式的。某些商店只接受免接

觸式支付，而在倫敦，某些交通工具也一樣，請向您的銀行查詢相關資料。 
 
您還可以安排「自動轉賬」（direct debit），直接從您帳戶支付各種帳單。  
 
有關如何開立銀行帳戶的詳情，請參閱：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debt-and-
money/banking/getting-a-bank-account/  
 
攜帶現金進入英國 
 
您可以攜帶現金進入英國，但所攜帶的現金金額若等於或超過 10，000 英鎊（或任何

貨幣的同等價值），您必須作出申報。有關尋找和填寫申報表格的詳情，請參閲：
https://www.gov.uk/bringing-cash-into-uk 
 
納稅 
 
在英國，政府（透過女皇陛下稅務海關總署，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徵收與勞工和資產相關的稅款。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來自所得稅、國民保險供款、增

值稅、公司稅和燃油稅。 
 
英國居民的海外收入會被視為英國收入而被徵稅，但為防止雙重徵稅，英國與許多國

家或地區已達成協議，允許已在國外繳納的稅項，抵消應繳給英國的稅款，而此類被

視為已在國外支付的稅款，金額並不一定等如實際所支付的。 
 
納稅人的收入所得將按規定順序進行評估，以便納稅。個人免稅額可先折抵工作所得

稅，然後再進行徵稅，接下來是儲蓄收入（如利息或其他非勞動所得），最後對分紅

進行徵稅。 
 
您有責任按照正確稅額繳納所得稅，而所得稅會根據您年度收入的某個百分比來計

算。如果您受僱於他人，則通常會透過稱為 PAYE（Pay As You Earn）的系統，直接

從月薪中扣除。如果您並不受僱於公司或他人，但有收入，則有責任申報收入，並支

付應繳稅款，稅額以收入計算。請參閱以下網站：https://www.gov.uk/estimate-
income-tax    
 
物業投資業務（例如買樓收租），在扣除按揭利息後，則視為其他儲蓄收入來徵稅。 
 

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debt-and-money/banking/getting-a-bank-account/
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debt-and-money/banking/getting-a-bank-account/
https://www.gov.uk/bringing-cash-into-uk
https://www.gov.uk/estimate-income-tax
https://www.gov.uk/estimate-income-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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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諮詢更多，可直接與女皇陛下稅務海關總署（HMRC）、公民諮詢（Citizens 
Advice）或專業會計師聯絡。 
 
支付國民保險供款（NIC） 
 
您須支付國民保險供款，方可享有某些福利和符合領取國家退休金的資格。 
 
如您已滿 16 歲或以上，並符合以下任何一項條件，則須付強制性國民保險供款： 

• 受僱並週薪超過 184 英鎊。 
• 自僱並年利潤達或超過 6,515 英鎊。  

 
已達領取國家退休金年齡的國民，則毋須支付國民保險供款。 
 
您或可透過自願供款方式，避免國民保險供款斷供。 
 
有關國民保險供款的詳情，請參閲：https://www.gov.uk/national-insurance 
 
公共交通  
 
英國擁有覆蓋範圍廣闊的火車和巴士網絡。如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您一般必須在上

車前購買車票。如果提前購買長途火車或巴士，車票通常便宜得多。您可以在英國全

國鐵路網站瀏覽詳情：www.nationalrail.co.uk 
 
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之間旅行，不需要出示身份證明，除非您選擇

乘搭飛機來往。 
 
駕駛 
 
如您持有香港駕駛執照，只要該駕駛執照仍然有效，您可使用它來駕駛小型車輛（例

如電單車和汽車，以及 3,500 公斤或以下、或不超過 8 個乘客座位的車輛），在英國

駕駛一年。若您希望一年後繼續開車，則必須將香港車牌換成英國駕駛執照。成為英

國居民後的 12 個月內，您必須更換駕駛執照，否則不得駕駛任何車輛。 
 
如您沒有香港駕駛執照或英國政府認可且可更換成英國駕駛執照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的

駕駛執照，則必須申請臨時駕駛執照和通過英國駕駛考試。所有駕駛執照申請人，均

須符合英國駕駛執照對健康和最低年齡的一般要求。   
 
如您希望將駕駛執照更換為英國駕駛執照，駕駛執照持有人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i. 符合必須的居住要求。 
ii. 駕駛執照在申請更換時必須有效。 
iii. 申請人必須證明，現有的駕駛執照，並非以考試標準不符合英國標準的第三國

所簽發和並透過其後的駕駛執照更換來取得的。 
iv. 透過自動波車輛考試後所簽發的駕駛執照，僅可換為只可駕駛自動波車輛的英

國駕駛執照。 
 

https://www.gov.uk/national-insurance
http://www.nationalrai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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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需要填寫一份《D1 申請表》，該申請表可從郵局

（https://www.postoffice.co.uk/）或英國交通管理局（Driver and Vehicle Licensing 
Agency）（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river-and-vehicle-
licensing-agency）索取，並且連同申請人的證明文件（包括身份證明文件與合法居留

權證明文件）一併遞交。如果所提供的文件並非英文文件，則須提供一份在英國境內

簽發的翻譯版本，且由英國語言學會（Institute of Linguists）或英國翻譯協會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的官方翻譯人員簽署，亦可以由認可的翻譯

公司，即翻譯公司協會（Association of Translation Companies）的公司會員所聘用

的翻譯人員簽署的文件。   
 
請注意，附有簽證/居住印章的護照必須顯示永久居留許可，而擁有 BRP 卡的申請人

必須將該證明文件與申請表一併遞交。填妥的申請表可郵寄至： 
 
The Driver and Vehicle Licensing Agency, Swansea, SA99 1BT 
 
如欲了解詳情，請參閲：https://www.gov.uk/exchange-foreign-driving-licence 
 
 
 
 
 
 
 
 
 
 
 
 
 
 
 
 
 
 
 
 
 
 
 
 
 
 
 
 
 
 
 
 

https://www.gov.uk/exchange-foreign-driving-li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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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 

 
在英國，僱員可獲若干勞工權利及保障，包括：  

• 國家最低工資 
• 不得非法剋扣工資的保障 
• 法定最低有薪假期 
• 法定最低休息時間 
• 每週平均工作時間不超過 48 小時，但可選擇放棄此項 
• 不得非法歧視的保障 
• 舉報職場不當行為的保障 
• 兼職工作亦有平等待遇的保障  

 
亦有權享有： 

• 法定有薪病假 
• 法定有薪產假 
• 法定有薪侍產假 
• 法定有薪領養假 
• 共同育兒有薪假 

 
外判僱員從受僱的第一天起，亦享有某些權利及保障。 
 
有關就業權利及保障的詳情，請瀏覽：https://www.gov.uk/employment-status/worker 
  
若您需更多協助以了解勞工權利，請聯絡您當地的公民諮詢局（Citizens Advice 
Bureau），網站：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work/rights-at-work/ 
 
求職 
 
就業不僅能增加您的收入，還能助您安定下來和適應新生活。  
 
在取得 BN(O)簽證後，您即時享有工作權。 
 
不過，您不會自動取得工作。 
 
如欲了解英格蘭各區所需的技能及您感興趣的範疇，請瀏覽技能諮詢小組（Skills 
Advisory Panel）網站：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kills-advisory-
panels/skills-advisory-panels-list 
 
政府透過「尋找空缺（Find a Job）」網站（https://www.gov.uk/find-a-job）提供免費

招聘服務，將英國的求職者與數以千計的僱主聯繫起來，為求職者提供全年無休的空

缺搜尋服務。您沒有帳戶亦可搜尋空缺，但若希望申請職位，則須建立帳戶和登入，

此舉有助您追蹤求職活動，建立目標空缺通知，以發儲存多份履歷表。  
 
 
 
 

https://www.gov.uk/employment-status/worker
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work/rights-at-wor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kills-advisory-panels/skills-advisory-panels-lis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kills-advisory-panels/skills-advisory-panels-list
https://www.gov.uk/find-a-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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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鼓勵您在其他網站及獨立職業介紹所登記，以擴大求職範圍，例如： 
 

• Indeed  
• Reed 
• CV Library 
• The Guardian Jobs 
• Total Jobs 
• Monster 
• Jobsites 

 
第一章提供了有關「北部經濟中心」等地區的詳情。 
 
技能諮詢小組（Skills Advisory Panel）會在網站發佈當地產業技能的報告，這些報告

可為當地人提供良好的職場資訊。  
 
如您希望得到求職協助，可以：  

• 在地方和國家報紙或招聘網站尋找招聘廣告  
• 在職業介紹所登記，它們可為您尋找職位空缺 
• 親臨當地各公司，以查詢職位空缺 

 
應徵 
 
如欲應徵空缺，您一般須遞交申請表格，或履歷表（CV，即一份列明資歷和經驗的正

式列表）及求職信。 
 
您可以從國家職業服務（National Careers Service）取得就業建議與支援，國家職業

服務透過社區、網上和電話方式，為在英格蘭的成年人提供職業資料、建議和指南。

13 歲以上的青年也可以透過熱線電話 0800 100 900 來取得資料。該網站載有各工作

職位及晉升途徑。詳情請瀏覽：https://nationalcareers.service.gov.uk/ 
 
僱主可能要求查看您的文件，若您可帶備 BRP 正本或出示數碼移民狀態，證明您在英

國享有工作權，這將有助您求職。向僱主展示大學文憑和任何資歷與經驗證明，均有

助求職。僱主亦可能聯絡相關人等（如前經理、老師或同事），詢問您是否勝任。  
 
申請英國國民保健署（NHS）工作   
 
NHS 是英國最大的僱主，目前提供逾 80,000 個職位空缺，有臨床和非臨床（如管

理、行政和醫療輔助等）職位，且全部開放予持有 BN(O)簽證的香港市民，另持有健

康護理簽證（Health and Care Visa）的香港市民亦可應徵（請參閲：

https://www.gov.uk/health-care-worker-visa）。NHS 自 1948 年成立以來，接受過國際訓

練的員工一直是 NHS 團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時在英格蘭工作的護士和醫生，分別

有 16%和 36%是在英國境外接受訓練。社會照護界亦從境外聘用護士和社會護理工作

者，而兩者分別佔整體員工 35%和 16%。在 NHS 工作，能讓您在領導全球的醫院內

發展事業，同時取得全面的持續專業發展（例如在未來三年，政府為每位護士每年投

資 1,000 英鎊，讓他們能接受專業訓練）。 
 

https://uk.indeed.com/
https://www.reed.co.uk/
https://www.cv-library.co.uk/
https://jobs.theguardian.com/
https://www.totaljobs.com/
https://www.monster.co.uk/
https://nationalcareers.service.gov.uk/
https://www.gov.uk/health-care-worker-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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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 NHS Jobs 網站尋找 NHS 職位空缺（https://www.jobs.nhs.uk/），而社會照護和

成人社會照護工作，則可此網站尋找：https://www.everydayisdifferent.com/home.aspx。
「NHS 僱主（NHS Employers）」為 NHS 提供聘請 BN(O)簽證人士指南：

https://www.nhsemployers.org/news/2021/03/BN(O)-visa。在 NHS 工作的香港護士，最

近成立了自己的協會，專為在英國尋找照護工作的人提供建議和支援，協會網站為：

https://hknauk.org/。 
 
您的國民保險號碼（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國民保險號碼以字母和數字組成，一經發出，終生不變，以確保您所繳付的國民保險

供款和稅款，只記錄在您的名下。 
 
如您尚未取得國家保險號碼，您可透過證明您在英國享有工作權，從而求職和就業。

您亦可在以下網站，授權僱主查看您的個人資料，來證明您有權在英國工作：

https://www.gov.uk/prove-right-to-work。 
 
僱主必須檢查所有準僱員的工作權（Right to Work checks），但國民保險號碼並不屬

於這檢查的一部分，擁有國民保險號碼亦無法證明某人在英國享有工作權。 
 
如您沒有國民保險號碼，可在以下網站找到有關如何取得國民保險號碼的詳情：

https://www.gov.uk/apply-national-insurance-number。在提出申請國民保險號碼時，

您須提供護照副本和英國工作權等證明。在申請國民保險號碼時，您將獲告知您須提

供何種文件。 
 
資格認可 
 
具有非英國專業資格的 BN(O)身份持有人，可能需要取得官方認可資格，方可從事受

英國監管的專業。各專業資格須得英國相應監管機構認可，而在某些情況下，根據您

打算工作地區的要求，該資格可能需要取得該地區機構的認可，而非全英機構的認

可。 
 
具有非英國資格的專業人士，應聯絡相應的英國監管機構，以了解詳情。若不確定哪

些是相應的監管機構，您可聯絡英國專業資格中心（UK Centre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UKCPQ），以了解應聯絡那個監管或專業團體，並取得更多專業資格

認可的資料。 
 
如果您的資格已得到相關的英國監管機構正式認可，請與該監管機構聯絡，以確保您

了解其認可決定之條款。 
 
我們將部分較常見的專業團體之聯絡資料及網站等資訊，收錄於《附件 A》。      
 
來自香港的教師  
 
來自香港的教師，可在英格蘭透過完成認可的教師培訓課程，以取得英格蘭合格教師

資格（Qualified Teacher Status, QTS）。另外，具有學位且經驗豐富的香港教師，

https://www.gov.uk/prove-right-to-work
https://gb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uk%2Fapply-national-insurance-number&data=04%7C01%7CEmily.Pignon%40communities.gov.uk%7C359d0e6f7ff949c984fb08d8ed50878d%7Cbf3468109c7d43dea87224a2ef3995a8%7C0%7C0%7C63752027744524184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VMJ755OfvYRuYMterGnDWE4If59Jll7AIWMQ4Xmy5uA%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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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評估（assessment only route），取得相關合格教師資格。更多相關資料，

請瀏覽：https://getintoteaching.education.gov.uk/  
 
即使沒有合格教師資格，教師也可在學院和免費學校（free schools）工作。海外教師

（包括在香港取得教師資格人士），可在沒有合格教師資格的情況下，在英國政府資

助學校工作最多四年。 
 
Teaching Vacancies（教職空缺）是英國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官方招

聘服務，共 17,000 所學校利用該服務發佈教師空缺。您可搜尋英格蘭的學校或信託機

構的招聘資料，保存職位資料，並設定招聘提醒。您可透過以下連結瀏覽 Teaching 
Vacancies：https://teaching-vacancies.service.gov.uk/ 
 
您的勞工權利與保障 
 
當您上班時，您有權受到公平對待和在安全環境中工作，也有權在工作中不受僱主、

同事或客戶恐嚇和騷擾。  
 
英國每位僱主都必須向僱員支付最低時薪，而最低時薪根據年齡而定。請查閱

https://www.gov.uk/national-minimum-wage-rates，以得悉最新資料。 
 
僱員合約列明工作條款及細則，在簽約之前，請務必仔細閱讀該份合約，有需要時請

尋求翻譯協助。  
 
有關僱員權利和僱主責任，請致電 0300 123 1100，聯絡 ACAS（Advisory，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Service）以查詢詳情和建議。 
 
職場平等和歧視  
 
組織和企業均有法律義務公平對待工作場所內每一個人，並在各個職位的招聘過程中

保持公平。基於性別、種族、宗教、婚姻或民事伴侶關係、殘疾、年齡、性取向或懷

孕等，歧視任何應徵者或任何員工，均屬違法。  
 
因此，在不妨礙僱員從事的工作的前提下，僱主必須尊重僱員的需要。  
 
如果您認為自己受到不平等歧視，可向平等諮詢服務中心（Equality Advisory 
Service）尋求進一步建議和支援：www.equalityadvisoryservice.com   
 
若您遭受被逼勞動或僱主拒絕尊重您的權利，可致電反現代奴隸熱線（Modern 
Slavery Helpline）0800 0121 700，以取得建議。 
 
 
 
 
 
 
 

https://getintoteaching.education.gov.uk/
https://teaching-vacancies.service.gov.uk/
https://www.gov.uk/national-minimum-wage-rates
http://www.equalityadvisory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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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業或拓展業務  

 
在英國成立公司  
 
無論創業，還是拓展香港公司業務，英國是一個非常適合創業和企業發展的地方。英

國提供穩健而安全的營商環境、全球互連性、全面的產業鏈及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

力，以助企業成功。 
 

• 穩定環境：英國有健全的法律和監管環境，是安全可靠的營商之地。 
• 完善服務：英國擁有銀行、會計、法律和審核等世界一流的服務提供商，它們

均有深入且多樣的經驗，為企業提供重要的專業服務。 
• 創業精神：英國是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國家之一。 

 
許多在外國出生的移民企業家，均能在英國發展壯大並取得成功。企業家網絡 
（The Entrepreneurs Network）最近一項研究發現，在英國發展最快的 100 家公司

中，49%的公司至少有一位移民合夥創辦人。事實上，非英國國民中，17%擁有自己

的企業，而在英國國民中，這個比例僅為 10%。 
 
據世界銀行統計，英國在營商環境方面位列全球十強，亦是最容易創業的國家之一。

2020 年，英國新成立的企業超過 10 萬家，充分體現英國的創新精神、勞動力的企業

家精神，以及友好的營商環境。 
 
如您希望創業，您首先須確定其法律形式。大多數企業都以獨資、有限公司或合夥的

形式成立。您很可能須在公司註冊處（Companies House）為您的公司登記，根據您

要成立公司的業務，您或須確保您持有特定的牌照或許可證（例如出售食品或在街上

販售），或者保險保障。若您在網上銷售商品、進出口各種商品或儲存或使用個人資

料，亦須遵守相關規定。  
 
對於新成立公司或希望擴充規模的現有企業，請參閱英國政府網站的建議和指南：

https://www.gov.uk/browse/business。商業支援多由屬權力下放的地方政府提供，故

英國政府網站 GOV.UK 也會提供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政府如何支援企業的資

訊。 
 
以下為注意事項摘要： 

A. 決定法律架構 
• 您的商業目標將確定需要建立的企業類型，並助您定義其法律和稅務狀態。 
• 大多數企業以獨資、有限公司或合夥的形式成立。 

 
B. 在公司註冊處（Companies House）登記 
• 如欲在公司註冊處（Companies House）辦理商業登記，您需要：  

o 合適的公司名稱 
o 公司地址 
o 至少一名董事 
o 公司股份詳細資料，並至少需要一位股東 
o 檢查您所屬標準行業分類的「SIC」代碼。此代碼可助識別公司業務 

https://www.gov.uk/topic/company-registration-filing/starting-company
https://www.gov.uk/browse/business
https://www.gov.uk/limited-company-formation/register-your-compan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of-economic-activitie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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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還需要：  
o 股東成立公司同意書及書面規則，這稱為「備忘錄與公司章程」 
o 對您公司有重大控制權人員的詳細資料（例如任何擁有 25%以上股份

或投票權的人士） 
• 如果您已準備好成立公司所需的資料，可上網完成註冊，費用為 12 英鎊。此

外，專業顧問也可為您提供此方面的服務。 
 
C. 開立企業銀行帳戶 
• 如果您打算在英國進行貿易，則需要一個英國銀行帳戶。它不僅可以提高您在

英國的業務信譽，若您進行大量交易，更可獲當地銀行提供手續費優惠，而不

用使用高手續費的海外銀行轉帳。此外（如果您需要以增值稅 Value Added 
Tax 註冊），擁有英國銀行帳戶可加快這個過程。  

• 開立企業銀行帳戶時，您須攜帶以下文件： 
o 企業客戶申請表，  
o 根據《公司法》（Companies Act）所註冊的公司授權書， 
o 公司註冊登記證明，  
o 所有董事的身份證明文件和地址證明文件。  

• 除了傳統銀行之外，英國還有蓬勃的金融科技行業，許多公司都提供虛擬銀行

服務。這些虛擬銀行以在線模式提供服務，令商業銀行服務更快捷和方便。   
 
D. 登記公司稅和增值稅 
• 公司稅（Corporation Tax）- 您必須在開業後 3 個月內向 HMRC 提供有關您公

司的具體資料。HMRC 將利用這些資料來計算您公司必須在何時繳交公司稅。

取得公司的獨特納税人參考碼（Unique Taxpayer Reference， UTR）後，您

便可在網上辦理公司稅務登記，而 UTR 通常會在公司登記後的幾天內發出。這

此規定不適用於獨資企業。 
• 如果企業的增值稅應稅營業額超過 85,000 英鎊，則必須向 HMRC 登記增值

稅。大多數企業可透過網上辦理登記，而透過網上註冊，可以註冊增值稅，並

建立增值稅網上帳戶。您需要此帳戶以向 HMRC 遞交增值稅稅單（VAT 
Returns）。任何類型企業的應稅營業額若達到 85,000 英鎊，此規定便會適

用。 
 
E. 登記糧單 
• 作為僱主，一般須以 PAYE 處理部分工資。PAYE 是一個 HMRC 系統，用於從

就業人口中徵收所得稅和國民保險供款。 
• 您須在 HMRC 登記為僱主，並取得 PAYE Online 的登入帳號，而這須在第一個

發薪日前完成。 
• 在英國，您可透過網上招聘中介來聘請員工，而這些中介也可在招聘過程中提

供協助。 
 

F. 尋找物業 
• 對於在英國成立的公司來說，租用物業（稱為「租賃業權」）還是自置物業

（稱為「永久業權」），是一項重要的物業決定。  
• 您可在此查看物業的商業差餉。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ive-notice-of-subscribers-company-with-share-capital
https://www.gov.uk/register-employer
https://www.gov.uk/register-employer
https://www.gov.uk/paye-online
https://www.gov.uk/introduction-to-business-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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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購買商業保險 
• 在英國，法律強制企業購買保險，以令多項風險得到保障。新公司在招聘僱員

後，您必須盡早為僱員安排保險。英國法律規定，您必須購買僱主責任保險和

第三方汽車保險。其他需要考慮的保險包括資產、收入、負債、僱員和專為其

他風險而設的保險。 
• 您可以從英國眾多保險公司購買保險。 

 
此外，您還可透過商業支援熱線 Business Support Helpline（僅限英格蘭）的免費電

話 0800 998 1098 和全國的英國商業銀行（British Business Bank）尋求協助。   
 
將香港業務拓展至英國   
 
英國和香港的商業和法律環境非常相似，因此將業務拓展至英國是非常簡單直接。上

文大部分資料均適用於將現有香港業務拓展至英國的公司。唯一的區別是，您必須決

定在英國所設的公司是香港企業的分支機構，還是附屬公司。   
 
如在英國註冊的是香港企業的分支機構，分支機構不會成為另一個獨立法人，相反，

這會被視為您香港企業在英國開展業務，分支機構不會享有一般英國有限公司所享的

有限責任權益，詳情可參閲：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verseas-
companies-in-the-uk-registration-filing-and-disclosure-obligations 
 
附屬公司則是獨立於海外公司的法人，通常以私營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一般情況

下，附屬公司的股份由海外母公司全資持有，但海外公司不用為附屬公司的債務和義

務承擔法律責任。 
 
企業融資 
 
英國商業銀行（British Business Bank）是英國政府擁有的開發銀行。英國商業銀行

的網上金融中心（Finance Hub）可透過以下網站進入：www.british-business-
bank.co.uk/finance-hub 
 
初創貸款公司（Start Up Loans Company）隸屬於英國商業銀行，可提供獲政府支持

的商業貸款，金額由 500 至 25,000 英鎊，每年固定利率為 6%，貸款期限為 1 至 5
年。除財務支援外，每位貸款者還可取得專門的指導服務，並可取得為期 12 個月的免

費專業商務指導，為建立企業的各個方面提供協助。 
 
其他可助您創業的建議和資源如下： 
  

• 英格蘭的各個地區企業發展中心或商會可根據您的情況提供建議，協助您在英

國取得融資並拓展業務。您可在 www.gov.uk/business-finance-support，就您

所在位置尋找相關機構。 
 

• 撰寫商業計劃書的網上資源，例如從 The Prince’s Trust 網站（www.princes-
trust.org.uk）下載商業計劃書箱本，或者從 Start Up Donut 網站

（www.startupdonut.co.uk）取得如何撰寫商業計劃書的詳細資料。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verseas-companies-in-the-uk-registration-filing-and-disclosure-obligation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verseas-companies-in-the-uk-registration-filing-and-disclosure-obligations
http://www.british-business-bank.co.uk/finance-hub
http://www.british-business-bank.co.uk/finance-hub
https://www.gov.uk/business-finance-support
https://www.princes-trust.org.uk/
https://www.princes-trust.org.uk/
http://www.startupdonu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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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Business Support Scotland   
網址：https://findbusinesssupport.gov.scot/ 
電話：0300 303 0660 
短訊：0800 023 2071 
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Business Wales 
網址：https://businesswales.gov.wales/ 
電話：0300 060 3000 
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Northern Ireland Business Info  
網址：https://www.nibusinessinfo.co.uk/ 
電話：0800 181 4422 
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此外，您還可透過商業支援熱線（Business Support Helpline）（僅限英格蘭）的免

費電話 0800 998 1098，取得支援。 
 
國際貿易部（DIT） 
 
英國國際貿易部（DIT）是英國政府部門，透過推廣和資助國際貿易和投資，並倡導

自由貿易，以確保英國和全球經濟繁榮。  
  
在香港，DIT 部是英國駐港總領事館的一部分，他們為計劃在英國成立或拓展業務及

投資的香港公司和企業家，提供相關支援。   
 
DIT 提供回饋和建議、有關在英國成立和經營企業的資料、私營和公共部門相關聯絡

人的介紹、市場和業界見解，以及關於高潛力機會的資料。   
 
如欲了解詳情，請參閲：https://www.great.gov.uk/，或聯絡香港 DIT 部，電郵：

DITHongKong@fcdo.gov.uk ；電話：+852 29013182 
 
 
 
 
 
 
 
 
 
 
 
 
 
 

https://findbusinesssupport.gov.scot/
https://businesswales.gov.wales/
https://www.nibusinessinfo.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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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屋 

 
自置物業 
 
自置物業的過程可能很複雜，但當您找到合適自己的房屋時，一切辛勞都有所值。確

定具體置業期望和如何透過正確的方式置業至關重要。詳情請參閱《附件 B》。 
 
這章節將概括自置物業的流程。如欲了解詳情，請參閲政府發佈的詳細指南：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ow-to-buy-a-home/how-to-buy 
 
開始尋找物業前，您應先取得一份「原則上批准按揭書」（mortgage decision in 
principle）。這是由貸款機構發出的一份書面聲明，用於估算您能借得的金額。這文

件讓您得悉自己的預算，並向賣方表明您在認真考慮購買物業。從某個貸款機構取得

一份原則上批准按揭書，並不代表您最終必須向他們申請按揭。然而作為原則上批准

按揭書的一部分，大多數貸款機構都會對您進行信貸調查。某些貸款機構只會進行初

步調查，這不會影響您的信貸評分，然而部分機構會進行較全面的調查，這則可能影

響您的信貸評分。您應該先了解貸款機構使用的信貸調查類型，因為太多的信貸調

查，或會對您的信貸評分帶來負面影響。 
 
在簽訂合約前，您可隨時以口頭報價進行重新談判，但在重新談判前，您應該先作認

真考慮，並僅應在擁有充份理由時才進行重新談判，例如房屋調查時發現重大問題。

如果在交易接近完成時試圖重新談判，可能會導致延遲，並有可能令交易告吹。  
 
租屋  
 
作為 BN(O)簽證持有者，您有權在英國租屋。您可透過 BRP 證或數碼身份來證明您

在英國的移民身份，包括您的租屋權利。如欲透過網上方式向業主或租賃代理方證明

您的身份，您可到以下網站使用網上服務：https://www.gov.uk/prove-right-to-rent 
 
在接受新租戶前，租賃代理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任何他們認為合適的背景資

料檢查，例如是否符合收入要求或有否擔保人，具體上視乎業主意願而定。如果您無

法提供參考文件，我們建議您與租賃代理或業主討論您的個人情況，並選擇其他可以

接受的檢查形式。     
 
您可透過當地的租賃代理和物業交易網站來尋找租盤。英國各地可供租賃的私人房屋

類型皆不盡相同。   
 
當您找到房屋或公寓時，您很可能須支付訂金。接著您須簽署一份租賃合約（tenancy 
agreement）；這是您與業主之間的合法契約，說明租金金額和支付頻率、您和業主

各自應負責的維修和保養項目清單，以及其他相關規則或限制（例如禁煙）。  
 
租期通常為 6 個月或 12 個月的固定租期。業主必須允許您在該業內居住至少 6 個

月。如果您希望設定更長的初始固定租期，可詢問業主是否願意。您有義務在租賃期

內支付租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ow-to-buy-a-home/how-to-buy
https://www.gov.uk/prove-right-to-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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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政府的《租屋指南》中，了解作為租客的責任和權利。詳情請參閱：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ow-to-rent/how-to-rent-the-checklist-
for-renting-in-england  
 
市政稅  
 
您有責任為您的房屋支付市政稅。市政稅的金額在一個財政年度內（每年 4 月至翌年

3 月）是固定的。您可以按月繳交市政稅。市政稅是一項向地方政府繳交的地方稅，

用於提供護理、社會服務、警察和地方設施等服務。  
 
不得領取公共經濟援助（no recourse to public funds）的人士，也無權取得地方市政

稅補助，但仍可能有權享有個別稅務折扣或減免，例如當您獨自居住。您的地方政府

會根據具體情況通知您。關於稅務折扣或減免類別的建議，請參閱：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aying-the-right-level-of-council-tax-a-
plain-english-guide-to-council-tax 
 
無家可歸人士援助和公共房屋 
 
在英格蘭，如果您在法律意義上屬於無家可歸或面臨即將無家可歸的風險，地方政府

必須提供協助。地方政府可以為您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例如為您提供建議、緊急房

屋、幫助您尋找長期房屋，或協助您留在自己的居所。所提供的協助類型取決於您符

合的援助資格、您是否處於「優先需要」的狀況，以及導致無家可歸的原因。 
 
如果您可能面臨無家可歸的風險，您應盡快聯絡地方政府。雖然您的 BN(O)簽證有

「不得領取公共經濟援助」的附加條件，而這將限制地方政府可以提供的援助，但假

若您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或沒有適當的住所，您可申請免除這條件。   
 
如果您成功申請免除「不得領取公共經濟援助」的附加條件，您可申請英格蘭的公共

房屋。您可透過當地議會申請公共房屋。您通常只能加入等候名單，而且不一定可以

申請到房屋。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ow-to-rent/how-to-rent-the-checklist-for-renting-in-englan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ow-to-rent/how-to-rent-the-checklist-for-renting-in-englan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aying-the-right-level-of-council-tax-a-plain-english-guide-to-council-tax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aying-the-right-level-of-council-tax-a-plain-english-guide-to-council-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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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醫療保健  

 
獲得保健服務 
 
如果您以 BN(O)簽證在英國定居，則您在支付了英國醫療保健費並獲得簽證後，有權

免費使用大部分 NHS 服務。  
 
支付英國醫療保健費的人士有權享用 NHS 醫療服務，且無須與英國永久居民繳納一樣

費用，儘管您仍可能需要支付額外的服務費用。 
 
您可能需要支付一些額外服務，例如處方藥和牙科護理。您可以免費使用以下服務：

全科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s，也稱為家庭醫生）、醫院和產科服務。 
 
您的健康狀況不會影響您的移民身份，也不會影響 NHS 為您提供服務。在 NHS 工作

的任何人（包括醫生、護士和口譯人員等）都不會在未經您允許的情況下將有關您健

康的任何資訊傳遞給 NHS 以外的第三方知道（除非在非常特殊情況下，如醫生認為您

可能會傷害自己或他人）。 
 
在緊急情況下我可以使用哪些服務？  
 
如果您或家庭成員發生事故或突發嚴重疾病，可免費到鄰近醫院的急症室就診。 
  
如果遇上非常緊急情况，請撥打 999，召喚救護車送您到醫院就診。這項免費服務只

能在緊急情况下使用。如果您有能力自行前往急症室，您也可選擇自行前往。  
 
對於輕微的醫療問題，請勿使用急症室。  
 
一旦您的醫療狀況在急症室穩定下來，您可能須轉診醫院專科，直到您完全康復並可

回家。  
 
如果在非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您急需醫療幫助或建議，可致電國民保健服務

NHS111。  
 
以下是關於英格蘭保健服務的資訊，關於威爾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保健服務資

訊，請查閱這些地方各自的網站。 
 
註冊全科醫生（GP）診所  
 
全科醫生是您在英國獲得醫療保健時通常會拜訪的第一位醫生。全科醫生是高技能醫

生，受過全科醫學培訓，包括兒童健康、成人醫學和心理健康。執業護士是合格且註

冊的護士，通常負責診所內的長期疾病（如糖尿病）患者。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如藥劑師和物理治療師）也在全科醫生診所工作。 
 
即使您目前未患病，您也須盡快到居住地附近的全科醫生診所註冊。  
 

https://www.gov.uk/healthcare-immigration-application


26 
 

您可到以下網址，了解如何在英國的全科醫生診所註冊：https://www.nhs.uk/nhs-
services/gps/how-to-register-with-a-gp-surgery/  
 
要註冊全科醫生，您須提供您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和電話號碼（如果您有電話號

碼的話）。全科醫生可能會要求查看包含您姓名和出生日期的身份證明文件（如護照

或認可的身份證），以及住址證明。但若您沒上述資料，他們也不能拒絕您註冊。  
 
在註冊全科醫生後，您或被要求進行健康檢查。這通常由護士來執行。即使您身體狀

況良好，也請務必進行此健康檢查。如果您從英國的一個地方移居到另一國內地方，

您將須重新註冊另一位全科醫生。您只能同時在一個全科醫生診所註冊。 
 
心理健康服務  
 
由我們日常生活經歷的憂慮，以至嚴重的長期狀況，都是心理健康問題涉及的範圍。

焦慮、創傷後壓力症和抑鬱是最常見的問題。如果您感到沮喪超過數星期，或者您的

焦慮感正在影響您的日常生活，請與您的醫生預約交談。  
 
NHS 網站（https://www.nhs.uk/mental-health/）也提供了幫助您改善心境的建議，亦

提供相關支援組織及其協助熱線等詳細資訊，您可聯繫他們以獲取幫助和建議。  
 
如何從藥局領取藥物？  
 
您的全科醫生可能要求您服用藥物，並為您開藥物處方。請把您的處方拿給藥局或藥

劑師。  
 
您可瀏覽 NHS Choices 網址，查詢附近藥局：http://www.nhs.uk/Service-
Search/Pharmacy/LocationSearch/10，或向您的全科醫生查詢。 
 
藥劑師還可為治療輕微健康問題（例如感冒和咳嗽）提供免費建議。您無須處方便可

從藥局購買一些藥物（包括一些止痛藥和止咳藥），但您仍須支付這些藥的費用。您

的處方藥可能要收費。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英國目前正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英國政府設立的 COVID-19 指引網站

https://www.gov.uk/coronavirus，提供了如何通報感染症狀和如何居家自我隔離等資

訊。它也說明了在疫情期間您應遵守什麼規則，例如您可以和多少人聚會、如何保持

社交距離、以及在所有公共場所戴口罩。您還可找到有關逐步放寬全國限制的「路線

圖」資訊，這解釋了這些規則未來數個月可能出現的轉變。 
 
如果您從「紅色清單」上的國家抵達英國，您必須在抵達後在政府核准的酒店隔離 10
天。 
 
 
 
 

https://www.nhs.uk/nhs-services/gps/how-to-register-with-a-gp-surgery/
https://www.nhs.uk/nhs-services/gps/how-to-register-with-a-gp-surgery/
https://www.nhs.uk/mental-health/
http://www.nhs.uk/Service-Search/Pharmacy/LocationSearch/10%E6%88%96
http://www.nhs.uk/Service-Search/Pharmacy/LocationSearch/10%E6%88%96
https://www.gov.uk/coronavirus
https://www.gov.uk/guidance/transport-measures-to-protect-the-uk-from-variant-strains-of-covid-19
https://www.gov.uk/guidance/transport-measures-to-protect-the-uk-from-variant-strains-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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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您有資格透過 NHS 免費接種 COVID-19 疫苗。如果您有註冊全科醫生，以下是如何

預約接種疫苗的詳細資訊：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
19/coronavirus-vaccination/book-coronavirus-vaccination/ 
 
疫苗將免費提供予生活在英國的每一個人。您不需要在全科醫生診所註冊或擁有 NHS
號碼，就可以直接接種疫苗。社區藥局、初級照護網絡（Primary Care Network）疫

苗接種中心、流動設施和流動疫苗運輸模式，將能協助尚未註冊全科醫生的人士。 
 
出生或死亡記錄 
 
以下政府網頁提供有關家庭中出現出生或死亡的登記步驟之建議。 
https://www.gov.uk/register-birth 
https://www.gov.uk/when-someone-dies 
 
產科護理和服務   
 
所有產科護理，包括向孕婦、剛分娩的媽媽或嬰兒提供的所有產前、產中和產後服

務，均由 NHS 作為移民健康附加費的付款方來支付相關費用。 
   
鑒於與子癇和子癇前期等病症相關的嚴重健康風險，加上為了保護母親和未出生嬰兒

的性命，所有產科服務都將視為立即必要的治療。任何人不得因收費問題而拒絕或延

誤向任何患者提供產科服務。   
 
產科服務涵蓋從懷孕開始到助產士簽字結束的護理：通常在產後 10 天左右，但也可能

在產後 6 週。助產士確保在整個懷孕、分娩和產後期間提供個人護理，這些大部分由

助產士直接提供。如有需要時，助產士還將協調提供產科服務或其他醫療服務。   
 
任何以 BN(O)簽證在英國定居的人士，在發現自己懷孕後，都應該盡快聯絡全科醫生

或助產士，以取得所需的懷孕（產前）護理和資料，確保孕期健康。關於您須知道的

懷孕、分娩、生產和 NHS 產科服務等資料，請參閱：https://www.nhs.uk/pregnancy/ 
 
請瀏覽此連結，以了解更多資訊：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
ta/file/977345/Main_Guidance_post_February_2021_v3.pdf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coronavirus-vaccination/book-coronavirus-vaccination/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coronavirus-vaccination/book-coronavirus-vaccination/
https://www.gov.uk/register-birth
https://www.gov.uk/when-someon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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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牙科護理和服務   
 
如果您以 BN(O)簽證在英國定居，將有權享用 NHS 牙醫服務。這是一項普通服務，

不需要居住許可。除了豁免類別的患者外，NHS 牙醫服務不是免費的服務，所以任何

以 BN(O)簽證在英國定居的人，都必須和英國居民一樣支付費用。   
 
豁免適用於下列情況： 

• 免費的治療（例如拆線、口腔止血、修復假牙）   
• 未滿 18 歲，或未滿 19 歲且在接受全日制教育的人   
• 在過去 12 個月內懷孕或生產的人員，但必須向牙科診所出示 MAT B1 證書或

產科豁免證書（Maternity Exemption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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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  

 
與教育和兒童社會照顧相關的議題，乃權力下放的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政府之

工作和責任。 
 
兒童托育 
 
當您的孩子年齡為 2 到 4 歲，您可得到免費的孩童托育時間。您可申請： 
 

• 15小時通用托育待遇：居於英格蘭的所有3歲和4歲兒童均可享用，無論其移民

身份如何。  
• 處於弱勢的2歲兒童享有15小時的待遇：適用於被視為處於弱勢的2歲兒童。若

父母領取政府援助（例如通用補貼，Universal Credit，或稅務補貼，Tax 
Credits），而收入同時低於某門檻，其家庭將符合資格。此外，受照顧或參與

教育和保健計劃（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Plan）的兒童也符合資格。未能

領取公共經濟援助的家庭，只要滿足收入要求（年薪低於15,400英鎊），並且

有需要此福利的孩子，或者該家庭是一英國公民的主要看護人，亦符合資格。  
 
更多資訊請參閱：https://www.gov.uk/get-childcare  
 
學校  
 
如果您居於英格蘭，並有足 5 歲但不足 16 歲的孩子，您必須確保他們接受全日制教

育。 這可以是： 
 

• 在政府資助學校接受教育（它們不能向您收取您孩子的教育費用）；  
• 在獨立學校接受教育（也稱為私立學校或公立學校；它們通常會收取教育費

用）；或 
• 您可以選擇在家裡教育您的孩子。  

 
4 歲的孩童通常也可在小學接受全日制教育，但您可選擇等到孩童滿 5 歲後才從非全

日制轉為全日制教育。  
 
或者您可以申請從您孩童過了 5 歲生日後才開始上學。一些學校會為 16 至 18 歲的年

輕人提供教育。這些年輕人還可申請專為 16 至 19 歲年輕人提供教育的預科學校，或

為滿 16 歲以上人士舉辦的延續教育學院。  
 
如何為您的孩子申請學校   
 
如您在尋找政府資助學校時需要協助，請聯繫您所住地的地方議會入學部門。您可在

以下網址：https://www.gov.uk/find-local-council，或本文《附件 C》內的連結，查詢

你的所住地屬於哪個地方議會。請留意，如果您在正常時間範圍以外申請入學，熱門

學校的剩餘學額或會較為有限。因此，我們強烈建議您在決定居住地點之前，先聯絡

相關地區的入學部門，以評估當區學額的多寡。 
 

https://www.gov.uk/get-childcare
https://www.gov.uk/find-local-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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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家長提供英國學校招生系統的指引資訊，您可於此連結或本文《附件 C》閱

覽。 
 
我們提供關於外籍兒童進入英國就讀英格蘭學校之權利等資訊，請到此連結查詢。  
 
如果您居於蘇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上述兩個連結亦會引導您前往提供相關地區

教育資訊的網頁。  
 
關於申請學校名額的更詳細指引如下。如您初次來到英格蘭，您的申請很可能是在

「學年內（in-year）」進行，所以請特別注意本指南的這一部分。  
 
延續教育 
 
延續教育（further education）包含中學畢業後不屬於高等教育（即不屬於學士學位或

碩士學位）的任何學習。 
 
欲獲得 16 至 19 歲補助資格，申請者必需根據內政部發佈的移民規則有權在英國居

住。您的學校或延續教育機構能幫助您檢查是否符合居住要求。  
 
更多關於持續教育課程和費用等資訊 ,可於此查詢。 
 
更多針對 14 至 19 歲兒童的持續教育課程和文憑等資訊，可於此查詢。 
 
學徒制 
 
學徒是一份真正的工作，您可以在工作中學習、取得經驗並獲得報酬。學徒是一名擁

有僱傭合約和假期的僱員。當學徒期結束時，學徒將擁有所選職業所需的相應技能和

知識。 
 
完成一個學徒期可能需要 1 年到 6 年時間，具體取決於選擇哪份學徒工作、學徒級別

和過去經驗，而學徒期訓練的資金來自政府和僱主。 
 
如果您擁有在英國生活和工作的許可，並且滿足當時執行的居住資格標準，您將有資

格根據資助規則的規定，在英格蘭取得學徒資助。其中一項關鍵的資格要求，是您必

須在學徒期開始之前至少已在英國居住 3 年，但若您成功取得英國居留許可（leave to 
remain），則不受此限。BN(O)簽證持有者的 16 至 18 歲子女，如果持有居留許可，

也有資格取得英格蘭的學徒資助，但可能必須在學徒訓練開始之前，最少已在英國居

住 3 年。 
 
如果您擁有在英國生活和工作的許可，並且滿足當時執行的居住資格標準，將有資格

根據資助規則的規定，在英格蘭取得學徒資助。 
 
要成為學徒，您必須： 

• 年滿 16 歲或以上 
• 尚未接受全日制教育 
• 居於英格蘭 

https://www.gov.uk/schools-admissions
https://www.gov.uk/guidance/schools-admissions-applications-from-overseas-children
https://www.gov.uk/further-education-courses
https://www.gov.uk/courses-qualifications
https://www.gov.uk/guidance/apprenticeship-funding-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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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您要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還是想要作出改變，或有意在目前的工作中提高技

能，您都可以開始一段學徒訓練。如果您此前已擁有學位等資歷，您仍可開始一段學

徒訓練。 
 
如果您並非居於英格蘭，請查看蘇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的學徒計劃。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學徒制的資料，請瀏覽：https://www.apprenticeships.gov.uk 
 
上學的交通方式  
 
您的孩子或許可以免費乘車上學，但這取決於他們上學步行的距離、他們有否任何

特殊需求，以及步行上學是否安全。 
 
所有 5 歲至 16 歲的兒童，如果選擇離家最近的合適學校就讀，則在符合以下資格下

可免費搭乘學校交通工具： 
• 如果他們不到8歲，且居所離學校2英里 
• 如果他們滿8歲或以上，且居所離學校為3英里 

  
您可從當地議會查詢有關免費搭乘學校交通工具的詳細資訊。 
 
有特殊教育需要和殘疾的兒童和青少年（SEND） 
 
英格蘭所有主流學校和學院都應能判斷和滿足殘疾兒童（SEND）的需要。每所學校

都有一名特殊教育需求協調員（SENCo），他在支援兒童及其家庭方面發揮著關鍵作

用。此外，每所學校都在學校網站上發佈一份 SEN 資訊報告，以便未來的家庭能夠掌

握每所學校針對特殊教育需求提供的支援。學校不能以兒童有特殊教育需要為由拒絕

入學。 
 
如果孩童有更複雜的特殊教育需求，其需要超出主流學校可支持的範圍，那麼每個地

方都有其特殊教育學校，可以專為這些孩童提供適當教育。地方當局有責任查明其所

在地區是否有或可能有特殊教育（SEN）或殘疾的兒童和青年。地方當局應能盡快針

對這些兒童與青年給予適當協助，並確保向相關兒童家庭提供最適當滿足其需要的建

議和資訊。每個地方政府都會發佈一份當地資訊，向這些家庭提供有關該地區專家的

服務範圍的詳細資訊。 
 
成人延續教育與培訓 
 
如果您符合居住資格標準（包括 3 年一般居住要求），您將有資格獲得成人延續教育與

培訓，其包括由成人教育預算（AEB）所資助的英語課程。AEB 補助規定了資助資格

和居住標準，細節可參閱：https://www.gov.uk/guidance/adult-education-budget-aeb-
funding-rules-2020-to-2021。  
 
教育和培訓屬全額資助或部分資助（政府補助約 50%），具體取決於您的年齡、此前

學歷和情況。 
 

https://www.apprenticeships.scot/
https://gov.wales/apprenticeships-genius-decision
https://www.nidirect.gov.uk/campaigns/apprenticeships
https://www.apprenticeships.gov.uk/
https://www.gov.uk/help-home-school-transport
https://www.gov.uk/guidance/adult-education-budget-aeb-funding-rules-2020-to-2021
https://www.gov.uk/guidance/adult-education-budget-aeb-funding-rules-2020-to-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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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詳情，請聯絡當地政府或瀏覽以下網站：提昇英語、數學和 IT 技能。 
如果您想參加私人開設的付費英語課程，也可以通過英國文化協會參加。 學習英文 |
英國文化協會。 
 
如欲了解如何透過英語語言考試（Secure English Language Test）以證明英語能

力，請參閱：https://www.gov.uk/guidance/prove-your-english-language-abilities-
with-a-secure-english-language-test-selt 
 
高等教育  
 
您可在網上搜尋並申請大多數高等教育課程。 
 
您通常必須年滿 18 歲才能參加高等教育課程。高等教育一般於以下地方授課: 

• 大學 
• 學院 
• 例如藝術學校或農業學院等的專業機構 

 
高等教育學歷包括: 

• 專科文憑 
• 學士學位 
• 預科 
• 碩士學位 

 
大學掌控自己的招生政策與要求，因此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應該直接聯繫您感興趣的

相關高等教育機構。 
 
按照目前的政策，直至您完成定居途徑並獲得永久居留許可（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您仍是繳付國際學費的留學生。  
 
要符合英國當地學生的學費資格，申請者必須具有定居身份或與英國有認可連結。一

般居住者亦有其相應要求。在符合正常資格要求的前提下，一旦您在英國獲得定居身

份（settled status），您將符合英國當地學生的學費資格。這也適用於任何受養人。 
 
您可以通過在英國就學 | 英國文化協會查詢有關英國教育選擇和申請手續等資訊。 
 
學歷文憑認可 
 
英國歐洲學歷學位認證中心（UK ENIC，前身為 UK NARIC）為英國官方授權機構，

提供國際文憑與英國學制之比較，以及銜接英國學歷（包含香港銜接英國文憑）等專

業建議。 
 
UK ENIC 對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之銜接與對應英國學制有充分的研究。

因此，儘管學生尚未完成現今就讀之學制，英國教育學院仍能對學生現今學習水平與

英國體制做可比性認證，以此幫助學生銜接就讀英國學校或學院的高中課程（A 
level），和獲取 16 至 19 歲資助豁免資格。 
 

https://www.gov.uk/find-local-council
https://www.gov.uk/improve-english-maths-it-skills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english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english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english
https://www.gov.uk/guidance/prove-your-english-language-abilities-with-a-secure-english-language-test-selt
https://www.gov.uk/guidance/prove-your-english-language-abilities-with-a-secure-english-language-test-selt
https://www.britishcouncil.hk/en/study-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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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enic.org.uk 
八：申請公共經濟援助 

 
「不得領取公共經濟援助」（No Recourse to Public Funds, NPRF） 
 
當您獲得 BN(O)簽證的許可後，您將受「不得領取公共經濟援助」（NRPF）限制。

這意味您無法領取大多數公共福利，包括政府支付的福利、稅務抵免和住屋補助。然

而，我們知道人們有可能會陷入困境，因此 BN(O)簽證持有人在特定情況下（如他們

面臨貧困或迫在眉睫的風險等），可以申請豁免 NRPF 限制。 
 
如您希望申請豁免 NRPF 限制，您須填寫並提交一份表格，以證明您有資格進行此項

變更。有關表格和詳情，請參閱以下連結：https://visas-
immigration.service.gov.uk/product/change-of-conditions 
 
您須提供足夠證據，證明您符合政策的條款，包括您的經濟狀況和/或生活安排等證

據。 
 
 
 
 
 
 
 
 
 
 
 
 
 
 
 
 
 
 
 
 
 
 
 
 
 
 
 
 
 
 
 
 

https://gb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enic.org.uk%2F&data=04%7C01%7CChris.Turner%40communities.gov.uk%7C197d6f520b0d4c81508208d8ea264647%7Cbf3468109c7d43dea87224a2ef3995a8%7C0%7C0%7C63751679800377745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96pUch11pz%2BrcPVfEmGHdN%2F10uo7NR8qzAoCMbDBJfA%3D&reserved=0
https://visas-immigration.service.gov.uk/product/change-of-conditions
https://visas-immigration.service.gov.uk/product/change-of-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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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律權利和義務  

 
權利和自由  
 
英國每個人都享有受到法律保障的相同基本人權和自由。這些是人們在英國生活的基

礎。例如：  
 
每個人都有自由的權利。 
 
每個人都有思想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但是，如果您參與違反英國法律的活動，則

屬於違法行為。因為信仰而歧視或迫害他人是違法的。  
 
英國的價值觀和責任  
 
基於受法律保護的權利和自由，居住或到訪英國的每一個人，都應遵守一套共同的價

值觀和責任：  
• 尊重和遵守法律  
• 尊重他人的權利，包括他人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  
• 公平對待他人  

 
婚姻  
 
民事婚姻和宗教婚姻之間存在區別。宗教婚姻方面，除非得到國家註冊，否則不予以

承認。某些宗教婚姻在英國不被承認，這些宗教結婚夫婦也必須有民事婚姻。  
 
英國的法定最低結婚年齡是 16 歲。在英格蘭，您須徵求父母同意才能在 16 歲至 18
歲之間結婚。  
 
在英格蘭，男性和女性結婚、女性和女性結婚，男性和男性結婚都是合法和獲接受

的。這些婚姻都受法律保護。  
 
婚姻應在雙方當事人完全自由同意的情况下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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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應對歧視 

 
在英國，基於性別、種族、宗教、年齡、殘疾或性取向而對他人進行差別對待，屬於

違法。  
 
種族主義在英國是不被接受的。因種族原因去傷害、騷擾或辱駡他人或損壞他人財

產，均屬嚴重罪行。煽動種族仇恨也是違法的。因為種族、族群或出身而歧視他人是

不被接受的。在申請工作、尋找居住的地方、使用國家健保服務（NHS）或在商店購

物時，不應因您的種族而受到任何不同的對待。 
 
您不應在工作、學校或公共場合遭受種族騷擾（這包括其他人對您的種族或出身發表

使您感到不適的言論或相關攻擊性言論)。  
 
如果您或您認識的人為種族主義下的受害者，請通報警察。不要試圖獨自對付種族主

義或種族主義攻擊者。  
 
若您不幸成為犯罪受害者  
 
我們深信，選擇以英國為家、並與家人移民至此的 BN(O)身份持有者，都將受到歡

迎，且能融入社會。在過去一年，警方與華人、東亞及東南亞等族群一同合作，以加

強為受害者提供的服務。 
 
因他人的種族或其他特徵而特意攻擊是完全不被接受且不應被容忍的。我們鼓勵任何

遭受仇恨犯罪或受到嚴重威脅的人向警方報案，無論是在緊急情况下撥打 101、999，
或通過網上 www.report-it.org.uk 報案。人們應該過著沒有騷擾和恐懼的生活。 
 
有關仇恨犯罪受害人的更多支援，請點擊此處：https://www.report-
it.org.uk/covid_19_and_racis_hate_crime  
 
如果您是犯罪受害者，您可在以下網址了解更多協助資訊：https://www.gov.uk/get-
support-as-a-victim-of-crime  
 
 
 
 
 
 
 
 
 
 
 
 
 
 
 

https://gb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report-it.org.uk%2F&data=04%7C01%7CAsma.Mouden%40communities.gov.uk%7C0a8aff21fbdc4451f2c408d8e4a11916%7Cbf3468109c7d43dea87224a2ef3995a8%7C0%7C0%7C63751072784005178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5fCf2n3yTb9hFysaKOmTr0c%2FZj2BddCVVZ7jvM2KxNA%3D&reserved=0
https://www.report-it.org.uk/covid_19_and_racis_hate_crime
https://www.report-it.org.uk/covid_19_and_racis_hate_crime
https://gb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uk%2Fget-support-as-a-victim-of-crime&data=04%7C01%7CAsma.Mouden%40communities.gov.uk%7C0a8aff21fbdc4451f2c408d8e4a11916%7Cbf3468109c7d43dea87224a2ef3995a8%7C0%7C0%7C63751072784004183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0nIatmFK81EN%2B04y3LeBQcJARcyeEluK7B%2B0KsY%2FzMo%3D&reserved=0
https://gb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uk%2Fget-support-as-a-victim-of-crime&data=04%7C01%7CAsma.Mouden%40communities.gov.uk%7C0a8aff21fbdc4451f2c408d8e4a11916%7Cbf3468109c7d43dea87224a2ef3995a8%7C0%7C0%7C63751072784004183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0nIatmFK81EN%2B04y3LeBQcJARcyeEluK7B%2B0KsY%2FzMo%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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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各個專業團體的聯絡方式 
 

專業 監管機構 聯絡方式 

護士與助產士 

護士與助產士 
委員會 
Nursing & 
Midwifery 
Council 

護士與助產士委員會 
地址：23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B 1PZ 
電話：0207 637 7181 
網站：https://www.nmc.org.uk/registration/joining-
the-register/register-nurse-midwife/  

醫學士（包括 
專科醫生） 

醫學總會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醫學總會 
地址：3 Hardman Street, Manchester, M3 3AW 
電話：0845 357 8001 
網站：https://www.gmc-uk.org/registration-and-
licensing/join-the-register/registration-
applications/application-registration  
https://www.gmc-uk.org/contact-us  

社會工作者 

 
 
 
英格蘭：  
英格蘭社工委員

會 
Social Work 
England 
 
 
 
 
 
蘇格蘭：  
蘇格蘭社會服務

委員會 
Scottish Social 
Services Council 
 
 
 
 
 
威爾斯： 
威爾斯社會關懷

服務委員會 
Social Care 
Wales 
 
 
 
 

 
英格蘭：  
英格蘭社工委員會 
地址：1 North Bank, Blonk Street, Sheffield, S3 
8JY 
電話：0808 196 2274 
網站：
https://www.socialworkengland.org.uk/registration/a
pply-to-register-eea-swiss-and-overseas/  
電郵：enquiries@socialworkengland.org.uk  
 
蘇格蘭：  
蘇格蘭社會服務委員會 
地址：Compass House, 11 Riverside Drive, 
Dundee, DD1 4NY 
電話：0345 603 0891 
網站：
https://www.sssc.uk.com/knowledgebase/article/KA
-01106/en-us  
電郵：registration@sssc.uk.com  
 
威爾斯：  
威爾斯社會關懷服務委員會 
地址：Southgate House, Wood Street, Cardiff, 
CF10 1EW 
電話：0300 30 33 444 
網站：https://socialcare.wales/registration/how-to-
apply  
電郵：registration@socialcare.wales  
 

https://www.nmc.org.uk/registration/joining-the-register/register-nurse-midwife/
https://www.nmc.org.uk/registration/joining-the-register/register-nurse-midwife/
https://www.gmc-uk.org/registration-and-licensing/join-the-register/registration-applications/application-registration
https://www.gmc-uk.org/registration-and-licensing/join-the-register/registration-applications/application-registration
https://www.gmc-uk.org/registration-and-licensing/join-the-register/registration-applications/application-registration
https://www.gmc-uk.org/contact-us
https://www.socialworkengland.org.uk/registration/apply-to-register-eea-swiss-and-overseas/
https://www.socialworkengland.org.uk/registration/apply-to-register-eea-swiss-and-overseas/
mailto:enquiries@socialworkengland.org.uk
https://www.sssc.uk.com/knowledgebase/article/KA-01106/en-us
https://www.sssc.uk.com/knowledgebase/article/KA-01106/en-us
mailto:registration@sssc.uk.com
https://socialcare.wales/registration/how-to-apply
https://socialcare.wales/registration/how-to-apply
mailto:registration@socialcare.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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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愛爾蘭： 
北愛爾蘭社會關

懷理事會 
Northern Ireland 
Social Care 
Council 
 

 
北愛爾蘭： 
北愛爾蘭社會關懷理事會 
地址：7th Floor Millennium House, 19-25 Great 
Victoria Street, Belfast, BT2 7AQ 
電話：028 9041 7600 
網站：https://niscc.info/internationally-qualified-
social-workers/  
電郵：registration@niscc.info   

其他醫療保健專

業 

醫療保健專業 
委員會 
Health and Care 
Professions 
Council 

醫療保健專業委員會 
地址：Park House, 184 Kennington Park Road, 
London, SE11 4BU 
電話：0300 500 4472 
網站：https://www.hcpc-uk.org/registration/getting-
on-the-register/international-applications/  
電郵：international@hcpc-uk.org  

教師 

 
 
 
英格蘭：  
教學監管局 
Teaching 
Regulation 
Agency 
  
 
 
蘇格蘭：  
蘇格蘭教學專業

委員會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for 
Scotland 
 
 
 
威爾斯：  
教育工作委員會 
Education 
Workforce 
Council 
 
 
 
 
 
 
 
 
 
 

 
英格蘭： 
教學監管局 
地址：Cheylesmore House, 5 Quinton Road, 
Coventry, CV1 2WT 
電話：0207 593 5394 
網站：https://www.gov.uk/guidance/qualified-
teacher-status-qts  
電郵：qts.enquiries@education.gov.uk  
 
蘇格蘭： 
蘇格蘭教學專業委員會 
地址：Clerwood House, 96 Clemiston Road, 
Edinburgh, EH12 6UT 
電話：0131 314 6000 
網站：https://www.gtcs.org.uk/registration/qualified-
outside-scotland.aspx  
電郵：QOSProfreg@gtcs.org.uk  
 
威爾斯： 
教育工作委員會 
地址：9th Floor, Eastgate House, 35-43 Newport 
Road, Cardiff, CF24 0AB 
電話：029 2046 0099 
網站：
https://www.ewc.wales/site/index.php/en/registratio
n/practitioners-trained-outside-wales.html  
電郵：registration@ewc.wales  
 
 
 
 
 
北愛爾蘭： 

https://niscc.info/internationally-qualified-social-workers/
https://niscc.info/internationally-qualified-social-workers/
mailto:registration@niscc.info
https://www.hcpc-uk.org/registration/getting-on-the-register/international-applications/
https://www.hcpc-uk.org/registration/getting-on-the-register/international-applications/
mailto:international@hcpc-uk.org
https://www.gov.uk/guidance/qualified-teacher-status-qts
https://www.gov.uk/guidance/qualified-teacher-status-qts
mailto:qts.enquiries@education.gov.uk
https://www.gtcs.org.uk/registration/qualified-outside-scotland.aspx
https://www.gtcs.org.uk/registration/qualified-outside-scotland.aspx
mailto:QOSProfreg@gtcs.org.uk
https://www.ewc.wales/site/index.php/en/registration/practitioners-trained-outside-wales.html
https://www.ewc.wales/site/index.php/en/registration/practitioners-trained-outside-wales.html
mailto:registration@ewc.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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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愛爾蘭： 
北愛爾蘭教學 
總會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for 
Northern Ireland 

北愛爾蘭教學總會 
地址：3rd Floor Albany House, 73-75 Great 
Victoria Street, Belfast, BT2 7AF 
電話：028 9033 3390 
網站：https://gtcni.org.uk/registration/getting-
registered  
電郵：registration@gtcni.org.uk   

 
 
 
 
 
 
 
 
 
 
 
 
 
 
 
 
 
 
 
 
 
 
 
 
 
 
 
 
 
 

 

 

 
 
 
 
 
 
 
 
 

https://gtcni.org.uk/registration/getting-registered
https://gtcni.org.uk/registration/getting-registered
mailto:registration@gtcni.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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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自置物業 
 
知道預期目標和如何購買物業至關重要。在您開始尋找新房屋之前，您應該知道自己

能夠付多少錢去購買房屋。大多數買家需要按揭才能購買房屋，因此，您應該貨比三

家，找到合適的按揭產品。 
  
按揭產品種類繁多。比價網站能助您了解有哪些產品可供選擇。您亦可以聘請按揭經

紀人，以取得個人化的按揭建議（當然您可能須為此服務支付費用）。在特殊情況下

（例如自僱人士或信貸評分較低），取得個人化建議可能特別有用，因為這些特殊情

況可能會限制您可適用的按揭類型。同時，許多貸款機構也設有按揭顧問，他們可以

就其機構的一系列產品提供諮詢服務。 
 
開始尋找物業前，您應先取得一份「原則上批准按揭書」（mortgage decision in 
principle）。這是由貸款機構發出的一份書面聲明，用於估算您能借得的金額。這文

件讓您得悉自己的預算，並向賣方表明您在認真考慮購買物業。從某個貸款機構取得

一份原則上批准按揭書，並不代表您最終必須向他們申請按揭。然而作為原則上批准

按揭書的一部分，大多數貸款機構都會對您進行信貸調查。某些貸款機構只會進行初

步調查，這不會影響您的信貸評分，然而部分機構會進行較全面的調查，這則可能影

響您的信貸評分。您應該先了解貸款機構使用的信貸調查類型，因為太多的信貸調

查，或會對您的信貸評分帶來負面影響。 
  
法律要求地產代理、律師和按揭機構核查您的身份，以防止洗錢和詐騙活動。在交易

的幾個階段中，您必須出示相關文件，以證明您的身份或地址，以及資金來源，其中

可能包括出售其他房屋的收據、儲蓄、遺產資金以及來自家人和朋友的財務饋贈。檢

查這些資料屬於法律規定，旨在幫助保護您的交易。無法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可能會減

慢置業過程。 
 
為確保您做好置業準備，最好提前準備好所需文件：  

• 身份證明文件 - 護照、駕駛執照。 
• 地址證明文件 - 駕駛執照、銀行或信用卡帳單、水電費帳單（最近 3 個月）。

但手機帳單不是有效的地址證明文件。 
• 資金來源證明 - 包括您最近 3 個月的工資單；僱主提供的 P60 表單；納稅申報

單；以及其他文件（如果您是自僱人士）。關於所需文件的詳情，可以在財務

諮詢服務處（Money Advice Service）網站上找到。 
 

大多數人透過網上物業網站或當地物業代理尋找物業。許多物業提供虛擬參觀功能，

幫助您了解該物業是否適合您。當然，您也可以親自近距離地查看該物業。在決定物

業是否符合您的需求時，您應該考慮不同的標準，包括寢室數量、位置、交通路線、

當地學校，以及該物業是新建還是二手物業。新建物業可能更具吸引力，因為新建物

業乾淨且節能，但也可能比面積相若的二手物業更貴。 
 
在考慮購買某個物業時，您務必要知道該物業屬於永久產權還是租用業權。永久產權

意味著您完全擁有該物業和土地。租用業權意味著您僅在某個固定年限內擁有該物

業，您有權居住在該物業內，但您須遵守租賃條款中列出的任何規定，這通常意味著

您對該物業的任何修改都將會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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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用期間，您可能還須定期向您的租賃方支付地租和服務費。公寓通常屬於租用業

權，但別墅也可能屬於租用業權。租用期限通常會在合同上規定，但您應就租期還有

多長時間，事先詢問物業代理，並應該等到您取得相關資料後，再進行報價。隨著租

期縮短，物業的價值將會受到影響，尤其是在租期縮短到 80 年內之後。許多貸款機構

通常不大願意向剩餘租期少於 80 年的物業提供貸款。以下指南提供關於購買租用業權

房屋的更多建議：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ow-to-lease。  
 
當您找到適合您的房屋之後，您將須向賣方報價，以購買該物業。這是交易中的關鍵

步驟；在做好準備之前，您不應該因為受到壓力而作出報價。在決定該物業是否適合

您的時候，再次查看該物業通常是非常有用的。  
 
您並不一定要按照賣方對該物業的索價進行報價 - 這個價格僅為開始談判流程的起步

價格，您可以就此作出更低或更高的報價。根據法律規定，物業代理有義務將所有報

價傳達給賣方，但賣方沒有義務接受任何報價，無論報價金額是多少。 
 
在您作出報價、而賣方接受該報價後，您將須聘請一名法律代表。在進行必要的法律

檢查和完成轉移物業所有權的相關法律工作中，法律代表將發揮關鍵作用。您應該將

這位法律代表介紹給您的物業代理，物業代理亦應向您提供一份銷售備忘錄，列明您

的報價。此外，您須向您決定選用的貸款機構，填寫一份完整的按揭申請，或如果您

已聘請按揭經紀人，這項工作將由他們代您完成。在簽訂合同之前，您應該考慮對潛

在的新物業進行一次調查。透過該調查，您可以獲知該物業需要立即和在未來進行的

主要和次要維修工作。 
  
您在賣方接受報價後數天，應與您的法律代表確認，賣方是否已向其法律代表發出指

示，以及交易是否正在進行中。置業可能是一個冗長的過程，雖然所需時間各異，但

一般而言須費時約 12 週。物業銷售通常發生在連鎖物業公司，且多個交易同時發生。  
 
在簽訂合約前，您可隨時以口頭報價進行重新談判，但在重新談判前，您應該先作認

真考慮，並僅應在擁有充份理由時才進行重新談判，例如房屋調查時發現重大問題。

如果在交易接近完成時試圖重新談判，可能會導致延遲，並有可能令交易告吹。  
 
您與賣方簽訂合同並交付訂金後，代表您已作出一個具法律約束力的購買承諾。如果

您在簽訂合同之後不履行承諾，您可能會失去訂金，並且可能須賠償賣方的其他損

失。在簽訂合同之後，您將與賣方確認一個交易完成日期，通常會在 2 至 4 週之後

（雖然這兩項活動可以同時進行）。   
 
您須考慮如何將您的物品搬進新家。如果要僱用專業搬運公司，請盡可能提前告訴他

們您搬家的日期。  
 
當您的法律代表將剩餘的資金轉帳予賣方代表，而您亦取得物業所有權之後，交易即

告完成。「交匙」通常會在交易完成日期午飯前後發生，屆時您便可以搬入新家，或

者對房屋進行修繕。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ow-to-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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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英國國民（海外）人士子女在英格蘭就學的資訊 

 
引言 
 
如果您居於英格蘭，並有足 5 歲但不足 16 歲的孩子，您必須確保他們接受全日制教

育。 這可以是： 
 

• 在政府資助學校接受教育（它們不能向您收取您孩子的教育費用）；  
• 在獨立學校接受教育（也稱為私立學校或公立學校；它們通常會收取教育費

用）；或 
• 您可以選擇在家裡教育您的孩子。  

 
孩子通常會在 4 歲生日後的 9 月開始全日制上學，但您可選擇等到孩童滿 5 歲後 1才

從非全日制轉為全日制教育。或者您可以申請從您孩童過了 5 歲生日後才開始上學。  
 
一些學校會為 16 至 18 歲的年輕人提供教育。這些年輕人還可申請專為 16 至 19 歲年

輕人提供教育的預科學校，或為滿 16 歲以上人士舉辦的延續教育學院（針對一些年齡

在此範圍以下的年輕人也有給予特例之情況）。 
  
本文集中建議您如何申請英格蘭的政府資助學校。  
 
指南 
 
我們為家長提供有關英國學校招生過程的資訊，請於此連結查詢。 
 
我們提供關於外籍兒童進入英國就讀英格蘭學校之權利等資訊，請於此查詢。  
 
如果您居於蘇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上述兩個連結亦會引導您前往提供相關地區

教育資訊的網頁。  
 
通常情况下，您在申請政府資助學校名額時，不能太過早於您希望接受學額的日子。

特例情況是在學年開始前經「招生協調安排」（coordinated admissions）後就讀「相

關年齡組」的入學-通常是小學預備班和 7 年級生（請參閱下文和指南）。 
 
作為香港英國國民（海外）簽證持有者，如果您居於英國，則您的孩子符合就讀政府

資助學校之資格。因此，在申請學校名額之前，您應該已是英國居民。您可以在移居

英國前申請學校名額，但須等到您已居於英國，您獲得的學校名額才會分派給您。   
 
 
 
 
 
 

 
1學期：學年通常分為三個學期。儘管日期可能因地區而異，但秋季學期將於 8月 31 日之後開始，春季學期將在 12

月 31日之後開始，夏季學期將在 3月 31日之後開始。每個學期通常含有一個較短的期中假期，而兩個學期之中則

有一個較長的假期。最長的假期通常是夏季學期結束到下一學年開始，為期約 6週。 

https://www.gov.uk/schools-admissions
https://www.gov.uk/guidance/schools-admissions-applications-from-overseas-children
https://www.gov.uk/schools-ad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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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協調安排（coordinated admissions）」程序  
 
您所居住的地方當局有提供一個稱為「招生協調安排」的程序。您可以通過此處來查

詢您所在地的地方當局。  
 
當您為孩子在緊接的 9 月的「入學相關年齡組」2中尋找入學名額，協調安排便會適

用。  
 
相關的年齡組通常是小學預備班（於緊接的 9 月前將滿 4 歲的孩童）與 7 年級生（於

緊接的 9 月前將滿 11 歲的孩童）。  
 
請向您當地的地方政府繳交通用申請表，以申請學校名額，相關表格可在當地政府網

站的「學校招生（school admissions）」或「學校（schools）」部分發佈。您可在表

格上至少選擇 3 所學校，然後透過您當地地方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機構申請學校。您

可以對任何一所學校作優先排序，但一般來說，學校離您家愈近，其獲得該校入學名

額的機會就愈大。然而這並非絕對，因為這取決於招生管理當局已經制訂的取錄安

排。在網上搜尋學校並查看其公佈的招生安排，能讓您知道孩子是否有可能被取錄。  
 
您的當地地方政府會根據您所提供的學校志願順序等來做安排，愈前的志願愈容易被

取錄。如果您的子女無法順利就讀心儀學校，地方教育局將為您提供一個尚有入學名

額的替代學校。  
 
為在緊接的 9 月入學而提交入學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 中學 – 10 月 31 日 
• 小學 – 1 月 15 日 

 
全國統一公佈日期為： 

• 中學 - 3 月 1 日 
• 小學 - 4 月 16 日 

 
至於地方當局為上述年齡組別提供名額的協調程序，則會持續到 8 月 31 日，協調程

序適用於延遲申請或在上述日期無法獲得所選學校學額的人。  
 
超出上述時間範圍的申請 - 「學年內（in-year）」入學  
 
來自大多數 BN(O)家庭的申請，至少在他們英格蘭的第一年，很可能屬於「學年內」

入學。  
 
「學年內」入學是： 

• 學年開始後申請相關年齡組（通常為 7 年級）；或 
• 任何其他年級組的在任何時侯的申請。  

 
雖然有些學校全年都有名額，但您所選擇的學校可能因是熱門學校而招生額滿，令您

子女無法申請學年內入學。 

 
2學校的正常入學年級組通常是最低年級組。最常見的相關年齡組是小學預備班和 7 年級生。   

https://www.gov.uk/find-local-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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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從學校所在的地方當局，獲取哪些學校仍有入學名額的資訊。 
   
您通常可直接向學校的招生部門，申請學年內入學的資格。本指南末會列出負責學校

招生的機構的細節和建議。您可以通過學校網站聯繫相關招生單位；如果是社區或自

願受控管的學校，您可以聯繫當地政府。  
 
在某些地區的當地政府，他們會繼續辦理所有學年內入學申請。您須與您當地政府部

門討論適用於您所在地區的系統。  
 
您或會注意到，即使地方當局協調學校的學年內入學申請，但如果您想申請非自己地

方當局管轄區的區外學校，您也必須直接向鄰近的地方當局或學校提出申請，其就學

取錄名額，將取決於該地區正在使用的系統來分配。  
 
入學名額如何分配 
 
每所學校都有限制可取錄名額。其招生機構在入學政策中已明文規定取錄之步驟。如

果申請人數超過可取錄名額，學校必須採用已公佈的取錄安排來判定誰符合取錄資

格。此連結和另一連結都是入學政策的範例。  
 
招生機構向您提供名額前可能會有其他要求  
 
學校招生單位可能會要求您在申請時提供您的地址證明。請注意，因為有些學校設有

招生範圍（優先取錄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童)，所以如果兩名學童並列學校能提供的最後

一個名額上，亦通常會優先取錄住所與學校距離較短者。  
 
具有宗教信仰的學校可以優先取錄與其相同信仰的孩童入學。為了符合他們的信仰標

準，相關學校的招生單位可能會要求您補充填寫申請表，以確認您是否為相關信仰團

體的執業人員或成員。曾否接受洗禮（通常在宗教學校中使用）或有否參加教堂、寺

廟、清真寺或猶太教堂，為常見的信仰評估標準，而相關信仰評估標準將主要取決於

該學校的信仰。   
 
入學過程中，招生機構不能要求您提供有關您孩子或家庭的個人資訊，例如孩子的學

校記錄。該規則之唯一例外，是如果孩童曾由或正由地方當局照顧 3，則該孩童在入

學時享有最高優先權，無論其家庭是否信奉宗教或是否宗教團體成員，以及無論孩童

是否合資格領取學生津貼補助（若相關學校是優先取錄獲津貼孩童的話）4。   
 
一旦提供了入學機會，學校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孩子的出生日期證明。  
 
 
 
 

 
3在英格蘭，《 1989年兒童法》對“照顧孩童”一詞定義為。：如果孩童受當地政府照顧或由當地政府提供 24小

時以上的住宿。 
4某些弱勢的孩童可領取學校學生津貼補助，而有些學校會考慮優先讓他們入學。您可以在下面網址來查看到哪些

孩子符合條件：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upil-premium/pupil-premium  

https://www.westbucklandprimary.org.uk/wp-content/uploads/2020/11/WB-admission-arrangements-for-2021-22.pdf
https://www.theharefieldacademy.org/_site/data/files/gaynor/95CC68ECD3E3B7EA1593DDDC4DDDE0E5.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upil-premium/pupil-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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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錯失了心儀學校 
 
您選擇的學校或不會向您提供名額。  
 
如果您的入學申請被拒絕，您可以要求學校的招生機構將您的孩子列入學校候補名單

（如果學校當時有候補名單的話）。候補名單是根據學校公佈的入學安排而不是日期

順序排列的。這意味著隨時間過去，您的孩子可在候補名單上下移動。  
 
您也可以針對無法提供您孩子入學名額的裁決提出上訴。每當您入學申請被拒時，學

校的招生單位必須接受您的上訴。上訴單位是獨立於學校。針對父母上訴程序的指引

在此有詳細介紹。您可以請他人代表您上訴，也可以自己提出上訴。上訴會考慮招生

機構拒絕為您的子女提供入學名額是否正確，以及您需要該入學名額的理由是否凌駕

招生機構拒絕的理由。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設有不同的上訴形式，例如可以透過網上途徑進行，而非

親身進行。相關建議可於此查詢。 
 
選擇學校  
 
家長可以使用多種資源來幫助孩童選擇學校。  
 
您可以通過搜尋「獲取有關學校資訊（Get information about schools）」來查詢住所

附近的學校。您可以按照您住所與學校之距離來過濾搜尋。  
 
每個地方政府也會在網站上公佈一份招生指南，列出所有當地學校。此連結和另一連

結都是招生指南的範例。 
 
您可以透過比較學校成績網站，比較您正考慮的學校。「Progress 8」評分會評估兒

童在進入和離開中學之間，8 個科目的進步程度。小學就閱讀、寫作和數學方面的進

步程度評估，也是使用類似的衡量標準。  
 
如果您想更詳細地了解相關細節，所有學校（除了最新的學校以外）都將提供一份

Ofsted（英國教育督查機構）督查報告，您可以在此網站上搜尋這些報告。 
  
申請大學預科（sixth form） 
 
大學預科通常針對 16 歲及以上的學生。  
 
16 歲後的教育課程由以下教育機構提供: 

• 部分學校； 
• 大學預科學院；或 
• 延續教育學院 

 
國家職業服務處（National Careers Service）網站列出了提供 16 歲後教育課程的各

個學校和學院清單。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dmission-appeals-for-school-places/advice-for-parents-and-guardians-on-school-admission-appea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dmission-appeals-for-school-places/coronavirus-covid-19-school-admission-appeals
https://www.somerset.gov.uk/education-and-families/
https://www.richmond.gov.uk/media/3066/secondary_admission.pdf
https://www.richmond.gov.uk/media/3066/secondary_admission.pdf
https://www.compare-school-performance.service.gov.uk/
https://reports.ofsted.gov.uk/
https://nationalcareers.service.gov.uk/find-a-cours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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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很少直接參與學校分配大學預科班學生的名額（例如 16 歲至 19 歲以下的學

生名額）。不過，一些地方政府會向家長提出哪些學校的大學預科班有空位之建議。

因此，您可以聯繫您的當地政府，討論可能存在的學額空位。  
 
「獲取學校資訊」網站列出了當地哪些學校有為 16 至 18 歲學生提供學額。您應該在

學校的網站上查詢如何申請以及相關截止日期。  
 
大部分學額會在學年開始前分配好。這一點通常也適用於大學預科學院，但當地延續

教育學院可能會根據課程情況全年提供名額。 
 
政府資助學校類型  
 
英國有許多政府資助的政府資助學校。它們的共通點是主要針對 14 歲及以上的青少年

提供廣泛而均衡的教育，儘管少數 UTC（大學贊助的免費學校）和創新學校提供較職

業導向的教育。  
 
163 所文法學校會針對學習能力最佳的孩子提供教育。您的孩子需要通過選拔考試才

能被取錄。這些文法學校招生是由各個學校的招生單位或地方政府所管理。不是每個

地區都有文法學校。  
 
綜合中學為英國最常見的中等學校（在英國約有 3,200 所）。他們教育不同能力的學

生。近 17,000 所小學亦教育不同能力的學生。  
 
一些學校有特定宗教信仰，它們或會優先考慮讓相同信仰孩童入學。您應查看相關學

校的網站。  
 
學校招生機構 
 
在上述截止日期之前提出申請入學的小學預備班生和七年級生，是向地方政府提交申

請。至於學年內申請入學者，應直接向有關學校的相關招生機構申請。這些是： 
 
類型 招生機構  
社區學校（6,000 多所學校） 學校網站上附有地方政府和學校

等聯繫方式 
基金學校（700 多所學校） 學校網站上附有其理事機構和學

校等聯繫方式 
自願受控管學校（1,700 多所學校） 學校網站上附有地方政府和學校

等聯繫方式 
受監管津貼補助學校 (近 3,000 所學校)  學校網站上附有其理事機構和學

校等聯繫方式 
由國家教育部直接資助的公立學院（超過

8,000 所學校） 
學校網站上附有其教育信託機構

和學校等聯繫方式  
由政府直接資助的自由學校（超過 400 所學

校）  
學校網站上附有其教育信託機構

和學校等聯繫方式 

https://get-information-schools.service.gov.uk/
https://get-information-schools.service.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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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學校（超過 20 所學校） 學校網站上附有其教育信託機構

和學校等聯繫方式 
大學贊助的免費學校（近 50 所學校）  學校網站上附有其教育信託機構

和學校等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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