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移民及教育



我們是位於倫敦市中心專業的移民法律事務所，
以廣泛、有效的移民解決方案而聞名。我們由一
班優秀員工組成的高素質團隊，為顧客提供度身
訂造的服務。 

我們的移民法律團隊在個人及企業移民方面擁
有超過10年的豐富經驗，並確保您獲得最優質
的服務。我們以豐富的移民知識和經驗來幫助您
移居英國，所以有不少客人對我們的服務感到滿
意。 

作為在英國移民服務理事辦公室註冊為最高級
別 OISC Level 3 的事務所，我們從簡單到複雜的
申請和上訴都提供建議和協助，當中無論是投資
移民、商業移民，或是個人簽證申請，都能一手包
辦。
 
我們理解離開熟悉的地方和家庭，在英國開始一
段新生活會帶來的巨大壓力，我們事務所高效、
專業和友好的服務可以幫您舒緩這方面的壓力。

關於我們

* 移民服務專員辦公室（OISC）是英國政府部門對移民諮
詢事務所的認證



商業開放   

英國為國際投資者提供了一個受歡迎的環境。在
英國建立商業的門檻低，並且擁有良好商業守則
和監管的聲譽。

世界銀行評定英國的稅收制度比任何其他主要世
界經濟體都更加有利於商業，並且將英國列為 易
於開展商務的最佳國家之一。

在英國，您業務的適用稅率相對較低。英國的公
司稅在歐盟五大的經濟體（法國、德國、意大 利、
西班牙和英國）中是最低的，倫敦更受惠於優惠
稅率環境，得到國際企業的歡迎而聞名。 

在英國開展商業的過程也很簡單，相比歐洲平均 
的 32 天，英國只需要 13 天。這使英國排在歐洲
第一，世界第六。英國國際貿易部（DIT）幫助成千
上萬家企業在英國設立並發展業務。

英國是世界上商業最發達的地方之一，擁有世界
上最開放的經濟和穩定的商業與政治環境。英國
2020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為 2.7 萬億美元，是世
界第五大經濟體系。

英國也是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目標國家之一，
在全歐洲排名第一的國家。由於生活品質，多元文
化、教育、社會環境穩定、電信基建，以及多高技
術人才等多種因素，全球投資者對英國的評價一
直很高。 

憑豐富多樣化的市場和擁有世界一流的行業，包
括生命科學、資訊通信科技、創新、金融和專業
的商業服務、航天，汽車工程等，英國為企業提供
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營商環境：方便投資者找 到
客戶、產品創新者、供應商和合作夥伴。英國政府
近年更積極鼓勵發展新興區塊鏈 (Block chain)、
非同質化代幣 (NFT) 及金融科技等。

無論您是初創企業、中型企業還是家族企業；公
司投資還是機構投資者，英國都是世界上最佳創
業和發展業務的地方。

為何投資英國？



英國品牌的國際性

現在許多知名的跨國公司都擁有英國品牌，包括
英國百貨商店集團 House of Fraser，著名早餐麥
片 Weetabix 和英國最具代表性的玩具店 Ham-
leys，這些企業都歸中國企業光明食品（Bright 
Food）和千百度國際 C Banner International 所
擁有，而擁有數十年英國傳統的英國汽車製造商 
Jaguar 和 Tetley 則為印度塔塔集團所有。

所有這些都表明，英國具有開放的商業環境，是
您開始和建立業務的好地方。

世界領先的金融資本

倫敦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金融市場之一，與紐約
齊名，對於尋求在美國境外投資的投資者而言， 
倫敦證劵市場是非常穩定並且有高流動性，亦由
於其可靠的監管、法律和稅收環境，倫敦受到投
資者的高度重視。

世界一流的教育

如果教育是您考慮的因素，那麼英國正是您最佳
的選擇。英國擁有世界一流的教育設施，並在保
證教育品質方面享譽全球

「非永居」居民

在大多數國家/地區，您通常需要對您居住的國
家/地區以及海外所獲得的所有收入和資本利潤
徵稅。但根據英國法律，作為英國「非定居」居
民，您不需要為海外收入或資本收益支付英國 
稅。但如果您在連續的 20 個納稅年度中的居住
在英國超過 15 年，您將不再享有英國非永居居
民身份。



創新簽證
INNOVATOR VISA

初創簽證
START UP VISA

增長型企業簽證 
SCALE UP VISA

全球商務流動簽證
GLOBAL BUSINESS MOBILITY VISA

•  首次在英創業者的理想選擇 

•  沒有資金要求 

•  必須有一個兼具創新性、可行和可發展的
商業概念 

•  完美的商業立足點，同時為創新移民簽證
的申請程式做好準備 

•  不能直接申請永居

•  在英國初創企業尋求發展的理想選擇 

•  資金要求至少 £50,000

•  業務必須展示出創新性、可行和可發展

•  持有此簽證，每年離開英國時間不超過 
180 天及永居條件，3 年後可以申請永居

•  增長型企業僱用人才最佳方案

•  持有由英國擔保僱主發出有效的擔保證明
(CoS)

•  達到將從事的工作適當的技能水平

•  符合年薪要求

•  申請人五年後若滿足條件便可以申請永居

此簽證針對被派遣到英國從事與海外業務相
關工作的海外高級管理人員或專業員工。此
簽證主要可以分為五個類別：

• 高級或專業員工

• 畢業見習生

• 英國商務拓展員工

• 借調員工

• 服務供應商

英國移民方案

英國是最受歡迎、鼓勵國際投資者及雄心勃勃的個人和企業遷移到英國的國家之一。以下所有簽證
類別可以幫助到您、您的家人或是您的企業在英國發展和居住。



擔保許可證申請
SPONSOR LICENCE

技術人員簽證
SKILLED WORKER VISA

高潛力人才簽證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

• 得到一份由有擔保僱主發出的工作合同

• 達到要從事的工作一定的技術水平

• 薪金將達到所規定的門檻

高潛力人才簽證適用於希望在英國工作或尋
找工作的全球頂尖大學的畢業生。

• 無需資金要求

• 無需提供擔保

• 申請人的畢業學院必須在英國內政部提供
的全球知名大學名單上

如果公司需要聘請非英國國民，該公司必須持
有工作簽證的擔保許可證，該許可證將賦予
公司企業發出擔保證明書 (CoS) 的權利。

• 確定許可證類型

• 提名負責人管理企業被擔保的員工

全球人才簽證正為科學、工程、人文、醫學、
數碼科技、藝術、時裝、建築、電影或電視領
域中公認的領導者（傑出人才）和新興的領導
者而設。

• 申請成功可以最多得到 5 年期有效簽證

• 持有此簽證不會有居住在英國的總時間限
制，可以續簽以繼續居住，或在 3 年（或 5 
年後申請定居）

全球人才簽證
GLOBAL TALENT VISA



生活維持資金

申請人在申請初創簽證時必須證明有足夠的資 
金來保障自己（和授養人）在英國的生活： 

• 申請人必須持有至少 £945 資金的個人存款 

• 如果主申請人和其家屬或子女在同一時間申 
請，申請人必須持有符合條件所需資金的總額

認可信

希望申請創新簽證的申請人必須獲得此網站 gov.
uk.website 所列出機構的認可信。

認可信中必須同時確認以下兩項：

a.  申請人的創業必須符合以下所有要求：

• 創新性：申請人擁有真實原創的商業計
劃，此商業計劃滿足現有或新興市場需
求並具有競爭優勢 

• 可行性：申請人具有可以使業務發展和
成功運作必需的技能、知識、經驗和市
場意識

• 可發展性：有證據或結構性計劃證明具
有在國內市場發展，並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的潛力 

b. 認證機構必須證明申請人將花費大部分工作

時間在英國發展業務

認證機構

認證機構必須是以下其中一個：

1. 已獲認證的英國高等教育機構，具備針對本科
生和研究生確認、培養和發展企業家的申請程
序，或

2. 已獲認證的機構，在支持英國企業家（包括常
駐工人）方面有良好記

初創簽證適用於首次在英國開展新業務的人士。 
申請人不需要有初始擔保資金。

如果申請成功，申請人將獲得最多 2 年有效的簽 
證。持有初創簽證的個人可以在 2 年簽證有效期
到期前轉換成創新簽證。

基本要求

申請人必須年滿 18 歲。

可信度評估

對於所有申請人： 
• 必須願意並且有能力承擔在其簽證申請中所

陳述的任何工作或是商業行為 
• 不能夠在申請條件範圍外在英國工作
• 承諾所有資金必須真實可用，並且必須被用

於申請人簽證申請時所陳述的目的 
• 簽證決策者或認證機構可能會對申請人有附

加要求，他們也可以決定進行面試。

英文水平要求

有四種方式可以證明申請人滿足英文水平要求： 

1. 申請人來自英文為母語體系的國家，或
2. 在指定的英文測試中心通過英文考試，申請

人必須在一次考試中取得所要求的分數，或
者 

3. 申請人持有以英文教學，並相當於英國的學
士學位或更高學位

4. 如果申請人已經獲得了以下其中一種簽證： 

• 第一級(一般)簽證 

• 第一級（留學生工作簽證）

• 根據 2012 年 12 月 13 日 之前的移民規
則所獲得的第一級（企業家）簽證

• 第二級（宗教神職人員）簽證

• 在 2011 年 4 月 21 日之後獲得 Confir-
mation of Acceptance of Studies (CAS) 
而得到的第四級（一般）簽證

初創簽證 
Start Up Visa



創新簽證適用於有經驗並有意在英國創業的人
士。 此類簽證申請人必須具有創新性、可行性和
可發展性的商業計劃，並且計劃得到相關認證機
構的認證支持。

申請人可以是單獨的創業者也可以是創業團隊的
其中一員。

對於首次申請創新簽證，申請人必須持有至少
£50,000的資金，或是證明此資金已經投入到申請
人的商業運作中。

一旦申請成功，申請人將會獲得有效期為 3 年的
簽證。當此 3 年簽證到期時，申請人可以申請再延
長 3年的創新簽證。

基本要求

申請人必須滿 18 歲。

可信度評估 

所有申請人： 
• 申請人必須有真實意向，並且有能力承擔其在

簽證申請中所陳述的在英國的任何工作或是
業務行為 

• 申請人必須不能在申請條件範圍外在英國工
作

• 申請人聲明的任何資金都必須是真實可用，
並且必須被用於申請人在簽證申請時所陳述
的目的中

英文水平要求

有四種方式可以證明申請人滿足英文水平要求：

1. 申請人來自於以英文為母語體系的國家，或
2. 通過英國內政部認可的英語測試 — 申請人必

須在一次考試中取得所要求的分數，或
3. 申請人持有英語教學，並相當於英國的學士

或學士以上學位 

4. 申請人已持有以下幾種簽證之一：

• 第一級(一般)簽證 
• 第一級（留學生工作簽證）
• 根據2012年12月13日之前的移民規則所

得的第 一級（企業家）簽證 
• 第二級（宗教神職人員）簽證 
• 在2011年4月21日之後獲得Confirmation 

of Acceptance of Studies (CAS) 而得到的
第四 級（一般）簽證

生活維持資金

申請人在申請創新簽證時必須證明有足夠的資金
來保障自己（和授養人）在英國的生活。具體要求
如下：

• 主申請人必須在申請前連續 90 天內持有至少 
£945 現金

• 如果主申請人和其伴侶或是其子女在同一時
間申請，申請人必須持有符合條件所需資金
的總額

• 對於任何附屬申請人，每個附屬申請人的資
金是在連續 90 天內持有不少於 £630 的資金

• 如果認證機構出具證明信證明申請人除了持
有£50,000 投資資金外，至少還有 £945 的資
金，申請人也可以滿足生活維持條件的要求

認可信

希望申請創新簽證的申請人必須獲得此網站gov. 
uk.website 所列出認可機構。

認可信必須在申請提交日期前 3 個月內發出。

擔保 - 新商業

以「新商務」申請創新簽證：

a. 申請人首次申請創新簽證，或
b. 申請人希望延長現有的創新簽證，並且提出了

一個不同於首次申請時所提出的商業計劃
c. 申請人目前持有第一級(畢業生)簽證或初創簽

證，並且申請人提出了與之前申請相同的商業
計劃

當申請人符合「新商業」類型，擔保信中必須包括
以下兩項內容：

a.  申請人的創業符合以下幾點要求：
• 創新性：申請人擁有真實原創的商業計

劃，此商業計劃滿足現有或將來市場的需
求，並且/或者具備競爭性的優勢

• 可行性：申請人具有可以使商業運作成功
必需的技能、知識、經驗和市場意識 

• 可發展性：有證據或結構性計劃證明具有
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發展，並有創造更多就
業機會的潛力

b. 認證機構必須證明申請人將花費大部分工作
時間在英國發展業務。

申請人必須持有至少 £50,000 於商業投資，此資
金也可以已經投資於公司運作。如果申請人作為
創業團隊中的一員，那麼此團隊中每一個申請創新
簽證的成員都必須持有至少 £50,000 的資金。 

如果申請人的擔保信沒有確認申請人持有至少 
£50,000 的資金用於商業投資，或是已經投入到商
業活動中，那麼申請人可以有以下幾種方法來證明
自己持有資金：

1. 提交申請日期前連續 3 個月的銀行月結單，以
此來證明有足夠的資金儲蓄在英國的金融機
構裡，或

2. 銀行信，此證明信日期是在提交申請日期的1
個月內，確認該資金是在規定的金融機構裡，
並且如果需要可以轉到英國，或

3. 商業的銀行戶口顯示資金已經投資到申請人

的商業中，或
4. 商業的開戶銀行月結單顯示此資金已經被運

用到申請人的商業活動中

創新簽證
Innovator Visa



持有增長型企業簽證

如果申請人持有擔保證明而獲批此簽證，您將需
要在被擔保的職位上工作至少 6 個月。 6 個月
後，您的簽證不再受現時的擔保僱主受制，並可
以進行其他工作（包括受僱、自僱工作和義工）。
另外，您也可以學習；但是您將不能申請英國公
共福利。

如果申請人在沒有擔保證明下獲批此簽證，您將
有權力在英工作（包括受僱、自僱工作和義工）
。申請人同樣可以學習，但不能申請英國公共福
利。

永居

需要滿足的條件：

• 必須在英國連續居住 5 年，出境日數符合相
關要求

• 申請人的收入必須是真實
• 在連續 5 年的期間申請人持有的簽證可以是

（單一或混合）：增長型企業簽證、技術人員
簽證、全球人才簽證、創新簽證、第二等級
宗教簽證、國際運動員簽證、海外唯一代表
簽證、第一等移民簽證及其他第一等級簽證
（畢業生企業家簽證）

• 在申請提當日，申請人擁有一份年薪至少為
£33,000 的工作

• 在申請提交之前 3 年中至少有 24 個月申請
人在每月PAYE（所得稅預扣制）下的年薪至
少為 £33,000

• 申請人需要通過 Life in the UK 考試
• 內政部在考慮申請人收入時只會參考其總工

資收入，其他收入（包括自僱收入和英國境
外收入）則不會被考慮。

英國增長型企業冀僱用人才，而其能力正是增長
型企業持續發展所需要的，則可申請此簽證。申
請人需要從符合的增長型企業獲得僱傭合約，並
且達到相應的薪金水平。

增長型企業簽證有永居導向，五年後若滿足條件
便可以申請。申請人的伴侶及 18 歲以下子女一同
申請此簽證，或以這移民方法申請團聚。

這英國簽證可以是有擔保，或無擔保的申請，但
後者只適用於之前已經有高技能人員簽證的人
士。

有擔保下的申請要求

申請人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 18 歲以上

• 持有由英國擔保僱主發出有效的擔保證明
(CoS)

• 將會從事的工作是真實的

• 達到將從事的工作適當的技能水平

• 申請人年薪為 £33,000，每小時至少 £10.58，
並且執行英國現行薪金標準

• 英文達 CEFR B1水平 (雅思約 4.0 分)

• 在不依賴公共福利下持有足夠資金生活

• 根據地區，或需要提供肺結核檢測報告

無擔保下的申請要求

申請人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 18 歲以上
• 之前曾獲批高技能人員簽證或居留許可
• 在最近一次持有高技能人員簽證或居留許可

的至少50% 時間內，在英國的年薪達 £33,000
• 英文達CEFR B1水平 (雅思約 4.0 分)

• 在不依賴公共福利下持有足夠資金生活
• 根據地區，或需要提供肺結核檢測報告

注：申請人需要滿足的具體要求以及所需提交的
文件，會因人而異

英語水平要求

無論申請人是否有擔保都必須提交英語水平證
明，聽說讀寫四部分均達到至少 B1 水平。
申請人的英語水平也可以透過以下其中一程形式
來滿足：

• 國籍為英語體系的國家
• 已通過安全英語語言測試（SELT）
• 已獲得以英語授課的學位
• 在英國上學期間獲得 GCSE/A Level 或蘇格

蘭高等教育
• 在之前成功的簽證申請中以提交過英語B1水

平證明

資金要求

申請人需要在申請提交前至少 28 天（不多於 31
天）連續持有至少 £1,270。

 但是，申請人如在申請當合法在英國居住了至少
12 個月，則不用提交資金證明。

增長型企業簽證有效期

如果申請人持有擔保證明，一旦獲批此簽證，可
獲得 2 年有效期；
如果申請人沒有擔保證明，一旦獲批此簽證，可
獲得 3 年有效期。

增長型企業簽證
Scale Up Visa



該移民路徑針對的是被派遣到英國從事與海外
業務相關工作的海外高級管理人員或專業員工。
全球商務流動簽證為來到英國進行臨時工作的員
工提供多類別的簽證途徑，並將一些相關商務流
動簽證整合為一類簽證。

簽證持有人 18 歲以上的伴侶或是 18 歲以下的子
女都可以透過此簽證，申請與主申請人團聚或一
同申請。此簽證並不能導致申請人得到永居，但
是您可以根據相關規則要求轉換成其他可引致永
居的簽證類別。

全球商業流動簽證主要可以分為五個類別：

1. 畢業見習生
此簽證適用於那些希望被僱主派到英國進行工作
實習的海外員工，作為見習課程的一部分，從而獲
得高級管理或專業技術職位。

申請人現在工作的企業或機構需要與申請人英國
的擔保僱主在商務上有關聯，或兩者間是合資企
業。申請人在遞交簽證申請前申請人已在英國境
外為該企業或機計工作累積了至少 3 個月，並一
直持續工作。如有在英國工作的時間，則該時間
並不能被計算進去。

基本申請要求
1.  申請人必須是18歲或以上
2. 簽證申請前申請人已為英國境外的相關企業

或機構工作了至少 3 個月。如有在英國工作，
則該時間不會計算在內。

3. 申請人必須持有由英國僱主針對申請人將要
擔任的工作而發出的擔保證明( CoS)

4.  申請人計劃將要從事的工作必須是真實的
5.  申請人必須具備將要從事的工作相應的技能

水平
6.  申請人的年薪等於或超過 £23,100 ，並達到

行業標準 70% 的薪金，以較高者為準；

7.  在不依賴英國公共福利的情況下，申請人有
足夠的生活資金

8. 根據地區要求，申請人必須持有肺結核檢測
報告證明

2. 高級或專業員工
此簽證適用於申請人是大型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
或是專業的技術人員，他們被指派到英國分公司
來從事相應的工作。這簽證取代了先前的技術人
員(公司內部調動)簽證。

基本申請要求
1. 請人必須是 18 歲或以上
2. 申請人目前工作的企業或機構與申請人英國

的擔保僱主在商務上有關聯，或兩者間是合
資企業

3. 申請人已為英國境外的相關企業或機構工
作累計了至少 12 個月，除非申請人的年薪至
少為 £73,900 的高收入者

4. 申請人必須持有由英國擔保作僱主針對申
請人將要擔任的工作而發出的擔 保證明
(CoS)

5. 申請人計劃將要從事的工作必須是真實的
6. 申請人必須具備將要從事的工作相應的技

能水平
7. 申請人的年薪等於或超過 £42,400 ，並且符

合行業標準（以行業的平均薪酬為標準的薪
金定價方法）

8. 申請人的英國擔保僱主已經支付了相關的移
民技能費用

9. 在不依賴英國公共福利的情況下，申請人有
足夠的生活資金

10. 根據地區要求，申請人必須持有肺結核檢測
報告證明

3. 拓展英國商務員工
此簽證適用於那些被臨時派到英國擔任在英國
拓展商業工作的高級管理人員或是專業的員工，
並只適用於還沒有在英國開展過商業貿易的公
司。

基本申請要求
1.  申請人必須是 18 歲或以上
2.  申請人現在所工作的企業或機構與申請人英

國的擔保僱主在商務上有關聯，或兩者間是
合資企業

3.  申請人已為英國境外的相關企業或機構累計
工作了至少 12 個月，除非申請人是年薪至少
為 £73,900 的高收入者，或者持有日本國籍，
並在英日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下尋求在英
國建立相關分部或分公司

4.  申請人必須持有由英國僱主對申請人將要擔
任的工作而發出的擔保證明 (CoS)

5.  申請人計劃將要從事的工作必須是真實的
6.  申請人必須具備將要從事的工作相應的技能

水平
7.  申請人的年薪等於或超過 £42,400 ，並且符

合行業標準（以行業的平均薪酬為標準的薪
金定價方法）

8. 在不依賴英國公共福利的情況下，申請人有
足夠的生活資金

9. 根據地區要求，申請人必須持有肺結核檢測
報告證明

4. 服務供應商
此簽證適用於海外工作人士，並受僱於海外服務
供應商或在海外自僱的專業人士，他們需要在英
國進行臨時任務，並為英國國際貿易提供相關的
服務 。

基本申請要求
1. 申請人必須是18歲或以上
2. 申請人目前自為海外服務供應商或為其工

作，他們將為英國作出擔保的僱主提供相關
服務

3. 申請人為海外服務供應商或為其工作了至少
12 個月

4. 申請的英國作出擔保的僱主已經與海外服
務供應商簽下合約，並且已於英國內政部備
註，您將作為服務供應商進行工作

5. 申請人必須持有由英國僱主針對申請人將
要擔任的工作而發出有效的擔保證明 (CoS)

6. 申請人計劃將要從事的工作必須是真實的
7. 申請人必須具有計劃將要從事的工作的相

應技能水平
8. 在不依賴英國公共福利的情況下，申請人有

足夠的生活資金
9. 根據地區要求，申請人必須持有肺結核檢測

報告證明

5. 借調員工
此簽證適用於希望作為高價值合約或投資的一
部分，而被其海外僱主臨時借調到英國的海外員
工。

基本申請要求
1. 申請人必須是 18 歲或以上
2. 申請人現時工作的英國境外企業與它在英國

內政部註冊的作出擔保的僱主已簽下合約（
除非您正在申請為同一作出擔保的僱主工作
而延長簽證）

3. 申請人已為英國境外企業工作累積了至少 
12 個月（除非您正在申請為同一作出擔保的
僱主工作而延長簽證）

4. 申請人必須持有由英國僱主針對申請人將
要擔任的工作而發出的有效擔保證明 (CoS)

5. 申請人計劃將要從事的工作必須是真實的
6. 申請人必須具有將要從事的工作的相應技

能水平
7. 在不依賴英國公共福利的情況下，申請人有

足夠的生活資金
8. 根據地區要求，申請人必須持有肺結核檢測

報告證明

全球商務流動簽證 
Global Business Mobility Visa



技術人員簽證
Skilled Worker Visa

生活維持資金

在技術人員簽證下的申請人必須在申請前 28 天
持有至少 £1,270 等值的資金，僱主也可以擔保證
明書中確認這一點。如申請人家屬也一起申請，
其資金要求則另加：

• 申請人配偶：£285
• 第一名子女：£315
• 其後每名子女：£200

如果申請人已居住在英國 12 個月以上，則用符合
此條件。

永居

申請人在可見的將來仍然被僱主聘用，另外申請
人年薪至少為 £25,600 和符合職業分類體系裏相
關職業的薪金水平。

如 果 申 請 人 從 事 短 缺 職 業 ，年 薪 則 必 須 在 
£20,480 和符合職業分類體系裏相關職業的薪金
水平。

獲批此簽證人士可有最多 5 年有效期的簽證，並
可以無限制的申請延期。

基本要求

1. 一份由擁有擔保認可證的僱主聘請的工作

2. 從事的工作要達到一定的技術水平

3. 薪金要符合簽證所需的門檻

如果您想以此途徑進入英國，您需要提供三個月
內發出的擔保證明書，並支付英國移民醫療附加
費。

您可以在英國境內將現有的簽證轉換成技術員工
移民簽證，除非您持有下列簽證：

• 訪客; 或
• 短期學生; 或
• 兒童學生家長; 或
• 季節性工人; 或
• 私人住宅內的家庭服務人員; 或
• 在英國移民規則之外

基本積分—50分

必要條件 積分
有擔保僱主 20
有工作所需的相應技能水平 20
英文水平達B1（中級） 10

額外積分—20分

除了基本積分，申請人還需要在下表中獲取額外
20 分，以此滿足 70 分總積分的要求。下面羅列出
幾種不同的途徑來獲得額外 20 分：

A 申請人年薪為 £25,600或以上，並
且達到現時相關職業的薪金水平*
或更高

20 分

B 申請人持有工作相關專業的博士
學位（公司必須提供證明來顯示其
相關性），並且年薪為£23,040或
以上，達到現時相關職業的薪金水
平*的 90%

20 分

C 申請人持有STEM工作相關的博
士學位，並且年薪為£20,480或以
上，達到現時相關職業的薪金水
平*的 80%

20 分

D 工作為短缺行業，並且申請人年薪
為或超過 £20,480，達到現時相關
職業的薪金水平*的 80%

20 分

E 申請人是新入行人士，並且申請人
年薪為或超過 £20,480，達到現時
相關職業的薪金水平*的7 0%

20 分

F 工作為被標記出的健康或教育行
業，申請人年薪為或超過 £20,480
，達到現時相關職業的薪金水平*

20 分

*指職業分類體系裏相關職業的薪金水平



如僱主想僱用外籍員工便需要申請擔保許可證，
公司需要挑選一位關鍵負責人，他/她將會成為
該機構與英國內政部（UKVI）之間的聯繫人。

你是否適合申請？

在申請僱主擔保許可證之前，機構必須確保承擔
責任的擔保負責人適合擔當這角色。如果參與擔
保的任何人作出以下其中一項行為，你的機構可
能得不到許可證：

• 有待定的刑事案件；過去 12 個月曾被 UKVI 
罰款；過去 12 個月曾被舉報到 UKVI ；曾經
違法；

• 曾在其他公司擔當「擔保負責人」的角色，而
該公司在過去12個月內被吊銷許可證；

• 曾經沒有支付增值稅或其他消費稅；

該人物亦需要符合以下條件：
• 大部份時間在英國居住；
• 不是某個項目的承包人或顧問；
• 不受破產限制令或承諾、債務減免限制令或

承諾的約束； 未曾違反贊助條款。

相關責任

擔保負責人肩負很大責任。作為機構中的關鍵負
責人，你必須：

• 確保你的外籍員工持有其工作所需的技能或
專業認證資格，並保存認證副本；

• 你只能向適合該職位的外籍員工提供擔保證
明書 (CoS)；

• 如發現該員工違反簽證條款，你必須通知
UKVI。

如出現問題，貴公司的許可證可以被降級、暫停
或吊銷，因此你必須謹記以上列點。

確保已執行所有責任

我們建議你維持一個有效和有規律的人力資源
系統，讓你：
• 檢查員工的簽證狀況－應設立一個系統提示

公司哪些員工的簽證即將到期； 
• 保存員工的基本資料文件，如護照及與工作

權有關的資料；
• 記錄員工出勤情況，包括年假申請和病假；
• 確保你得到員工的最新聯絡資料－應設立一

個系統通知公司有關可能影響員工的轉變； 
• 遇到問題時向UKVI報告，例如員工經常缺

席。

當機構有變化時該怎麼辦？

如有重大變化，你必須在20個工作日內向UKVI報
告，例如：
• 更改地址等信息；
• 職位變動－如沒有及時向UKVI，將會構成違

反職責； 
• 公司停止運作或破產；
• 改變了業務性質； 
• 牽涉合併或接管。

擔保許可證申請
Sponsor Licence



持有高潛力人才簽證可以從事的工作

持有該簽證的人士可以在英國工作，包括自僱和
義工，但不可以從事作為專業運動員或運動教練
的工作。

持有簽證的人士還可以學習其他的課程，而課程
不能屬於申請學生簽證的類別。

該簽證持有者將不被允許申請英國公共福利。

續簽

目前此簽證並不能申請續簽，但在簽證過期前，申
請人可以在英國境內提交其他簽證的申請，而申
請人必須滿足相關簽證的申請條件。

永居

此簽證沒有永居導向。但在該簽證過期前，申請
人可以在英國境內提交其他有永居導向的簽證申
請，而申請人必須滿足相關簽證申請的條件。

高潛力人才簽證適用於希望在英國工作或尋找工
作的全球頂尖大學的畢業生。

基本申請要求

申請高潛力人才簽證需要滿足的條件：    
                                           
• 年滿18歲；
• 在過去5年內榮獲學位，而授予的海外機構

必須在全球知名大學名單 （Global Universi-
ties List）上（下見詳解）；

• 英文水平至少達 CEFR B1（約等同於雅思成
績 4.0）

• 在不依賴公共福利的情況下有足夠的資金生
活

• 未曾持有畢業生簽證或高潛力人才簽證，又
或者在博士生延期計劃下獲批的簽證

• 根據申請地區，申請人或需提供肺結核檢測
報告

全球知名大學名單（Global Universities List）中的
海外大學  

申請人需要在其申請之日之前的 5 內年榮獲海外
學位，授予申請人學位的機構必須在其獲得學位
當日名列在全球知名大學名單上。該名單由英國
內政部發佈，每年更新一次。

申請人需要通過 ECCTIS 認證來確認其學位資格
是否符合或超過英國學士學位或英國研究生學
位的公認標準 ， ECCTIS 同時還會確認獲得學位
的日期。

英文水平要求

申請人需要證明自己的英文水平：歐洲語言共同
參考架構中閱讀、寫作、口語和聽力四個部分均
達到至少 B1 等級。

申請人的英文水平也可以透過以下形式之一來滿
足：

• 國籍為英語體系國家
• 已通過安全英語語言測試（SELT）
• 已獲得以英語授課的學位
• 在英國上學期間獲得 GCSE/A LEVEL 或蘇格

蘭高等教育
• 在之前成功的簽證申請中已提交過英文B1水

平證明

生活維持資金
• 主申請人至少持有 £1270
• 對於其配偶，要求至少持有 £285
• 第一個子女，要求至少持有 £315
• 對於其他子女，要求對每一位至少持有 £200

但申請人如在申請當日，已在英國合法地居住了
至少 12 個月，則不用提交資金證明。

英國高潛力人才簽證有效期

申請人一旦獲批此簽證：
• 博士學位或其他相同資格： 3 年簽證
• 其他學位： 2 年簽證

高潛力人才簽證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



你可以通過以下文件來證明你的收入：

1. 有限公司中的受薪僱員或董事
• 糧單
• 個人銀行網上月結單
• HMRC官方稅收文件，或
• 股息憑證

2. 自僱
• 會計信以證明你的收入
• 公司或是商業帳戶

3. 有贊助的研究人員
• 資金應該由相關機構提供，此機構不一

定在英國
• 你必須提供官方證明信來證明此資金的

各種細節

請注意，無論你從事任何工作，你需要提供額外
的文件以證明你的收入是從事你專業領域工作所
得，你亦必須解釋為什麼你從事的工作與你的專
業是相關的。

所需文件如下：
1.  你和你英國雇主間的工作合同，表明你工作

的領域
2.  正式的英國雇主信或機構信，以此證明你的

收入源於你的專業領域

永居申請

1. 申請永居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 如果你持有此類簽證並符合特殊承諾標

準，你可以在連續居住英國 5 年後申請
永居

• 如果你持有此類簽證並符合傑出人才標
準，你可以在連續居住英國 3 年後申請
永居

2. 離境
• 你不能夠在連續的 12 月中離開英國超

過180天
• 這包括工作原因或是任何其他原因

3.  你必須證明你的收入來自於你的專業領域的
工作

4.  發出認可信的機構沒有告知移民局你的認可
信被取消

5.  你必須通過英國生活知識（LIFE IN THE UK 
TEST）考試，並且英文聽說水平在 B1 或是
更高等級。英文水平測試證書必須是移民局
認可的機構頒發。

隨著有影響力的人的數量在不斷增長，全球人才
簽證正為科學、工程、人文、醫學、數碼科技、藝
術、時裝、建築、電影或電視領域中公認的領導
者（傑出人才）和新興的領導者（但前途光明）而
設。

如果您擁有此簽證，您將可以工作和轉換工作，
也可以自僱，當中無需再進行任何授權或需要特
定職位上的擔保。

簽證內容

1.  申請成功可以得到 5 年期有效簽證
2.  持有此簽證不會令你在英國居住有時間限制

你可以：
1.  工作的形式可以是自僱/合約員工/被僱
2.  可以在任何領域工作，但是希望滿足續簽或

符合永居要求的話，你必須證明你在你的專
業領域工作

3.  可以為任何僱主工作，跟換僱主時也可以不
需要移民局的批准

4.  可以在任何級別上就業

你不可以：
5.  做醫生或牙醫的訓練
6.  做專業運動員或體育教練

首次申請
第一步: 認可信

在首次申請，或是希望轉換到此簽證的所有主申
請人都必須繳納 £623 作為申請認可信的費用。

必須網上申請，認可信及申請表將被發送到指定
的機構來進行評估。

每一個認證機構都有他們對傑出人才和特定的申
請標準。

此階段是重要的，也是申請過程中最關鍵。

第二步：申請簽證

這一階段將會涉及到申請移民簽證。

你必須提交在第一階段中認可機構發給你的認可
信的副本（除非你同時提交認可信和簽證申請）

簽證申請必須在你得到認可信後 3 個月內提交，
否則你的申請將被拒。

在英國提交的任何申請都必須是有效的；這包括
在你現有簽證過期前提交申請、提交正確的文件
和已付申請的費用，作為申請人亦必須保證可以
達到這些條件。

 

續簽

你可以申請續簽，申請時你必須考慮以下兩點：

1. 發認可信給你的機構沒有告知移民局你的認
可信被取消
• 你不需要聯繫相關機構，或是提供任何

證據來證明你的認可信仍然有效
2. 在持有全球人才簽證的最近期，你要在你的

專業領域以被僱傭或是自僱的方式賺取收
入，這個專業領域必須是被指定機構認可
的。

全球人才簽證 
Global Talent Visa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Initial 
application 
grants a visa 

for 3 yearsand 
4 months

Preparation for 
endorsement 
application for 
Innovator Visa. 

If granted, apply 
for Innovator

Visa

Startup
Visa

全球商務流動
簽證 Global 

Business Mobility

旗下共5類簽證
路徑一旦獲批
最多可以得到5
年有效期的簽

證，但均沒有定
居導向

工作繼續的話，
可申請續簽，或 
可轉換其他類
型簽證，如：技
術人員簽證 、

創新簽證

技術人員簽證
SKilled Worker 

首次簽證成功
可獲得2-3年有
效期的簽證，沒

有定居導向

可申請入籍

首次簽證成功
可獲得3年有效

期的簽證

創新簽證
Innovator Visa

連續在英居住3年
後即可申請定居或

申請續簽

可申請入籍

首次簽證成功
最多可獲得5年
有效期的簽證

高潛力人才簽證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

可申請入籍

如不足五年，可
申請續簽

連續在英國居住5
年後可申請定居

連續在英國居住5
年後可申請定居

申請流程

第
六

年
第

三
年

第
一

年

初創簽證
Start Up Visa

首次簽證成功
可獲得2年有效

期的簽證

為申請創新簽證申
請擔保，如獲批即
可申請創新簽證

全球人才簽證
Global Talent 

Visa

可轉換其他類
型簽證，如：技
術人員簽證 、

創新簽證

首次簽證成功
最多可獲得5年
有效期的簽證

如不足五年，可
申請續簽

增長型企業簽證
Scale Up Visa

連續在英國居住5
年後可申請定居

可申請入籍

簽證過期前可
申請續簽

首次簽證成功
可獲得2年有效

期的簽證





英國一直以來是海外留學生的首選之地，同時也
是家長們諮詢度最高的留學地方之一，這不是不
無原因的。

自諾貝爾獎設立以來，在 860 位獲獎者中 131 人 
曾有過海外留學的經歷，而這 131 人中，有 38% 曾
留學英國。 

《世界 100 位文學大師排行榜》 中，英國文學巨 
匠有 32 位；維基百科中最影響世界歷史的 100 
位名人中, 有14位是英國人；世界著名大學前 100 
名中有 6 所坐落於英國。這些資料都說明了英國
在教育領域確實有非常顯著的成果，同時它也有
悠久的歷史。 

英國的教育舉世聞名，擁有眾多世界級的高等學
府。在英國超過390所大學裡，除了著名的劍橋
和牛津大學之外，還有很多擁有高教學品質的學
府，比如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倫敦帝 國學
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倫敦政經學院、Durham University 特
勒姆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倫敦大學
學院等等，這些學府每年都會培養出眾多社會精
英，在各行各業中發揮著影響力。

英國人對於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視。針對於早期教
育，英國政府會給每個家庭提供EYFS課程大綱， 
它規定了小朋友從出生到 5 歲的學習和發展階段
的目標和相應的行為支援。而英國的小學分為公
立小學和私立小學，後者包含了被譽為 Grammar 

School Feeder 的 Preparatory School 即預備小
學。英國的中學也是分為公立中學和私立中學，後
者包括了 Oxbridge Feeder 的公學，比如西敏寺
公學、伊頓公學。

英國的教育體系從整體上看與中國、香港的學制
其實差不多，簡而言之，即幼稚園--小學--中學—
大學，但其實兩者間還是存在不少的差異。從下
面兩國學制的比較簡表中，英 國公立與私立學校
體系的差異亦一目了然。
 
而英國留學申請的過程複雜，入學考試內容亦變
化很多，再加上各個學校自治帶來不統一和多樣
性，有過申請經驗的父母一定深切的體會。所以
想要成功進入一所優質的英國學校讀書，前期各
項準備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是一場「團體戰」。

簡介



英國教育學制（從幼稚園到高中）

年齡 學年 教育階段
英國學校類型 中國 大 陸 及

香港學制私立學校 公立學校

2-3 歲 幼稚園 基礎教育階段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 
(EYFS)

幼兒園 nursery

幼兒園
4 歲 預備班

預備學校學前班

Pre-Prep
小學

Primary

5 歲 Year 1 第一階段

Key Stage 16 歲 Year 2

小學

7 歲 Year 3 第二階段

Key Stage 2

預備學校

Prep School

8 歲 Year 4

9 歲 Year 5

10 歲 Year 6

11 歲 Year 7 第三階段

Key Stage 3

中學

Secondary

12 歲 Year 8

初中13 歲 Year 9
中學

Senior School
14 歲 Year 10 第四階段

Key Stage 4 (GCSE)15 歲 Year 11

高中16 歲 Year 12 第五階段

Key Stage 5 (A Level)
預科

Sixth Form17 歲 Year 13

Sincere Immigration 留學團隊致力於打造英國高
質教育諮詢服務，給每位留學生及其家長提供最
有效實際的私人度身制造留學服務。  

公立學校教育諮詢服務

持居留簽證的學生，可以免費入讀英國公立學
校，雖然整體的英國教育系統完善，但公立學校
質素不一，我們的公立學校諮詢服務可以在您一
家抵達英國前，先作好準備，包括：

• • 子女教育專業意見
• • 學位查詢
• • 申請學位指導及協助
• • 趕上英國學術程度指引
• • 如適用，指導如何準備文法中學的入學考試

私校教育諮詢服務

英國私校是子女留學的最佳選擇 -- 英國私校除
提供優質的教育、人才輩出，而且資源充足，課外
活動及體驗活動也很多，適合對教育要求高的家
長。我們的服務包括：

• • 子女教育專業意見
• • 協助子女預備申請及註冊所需文件及資料
• • 協助子女準備入學考試，包括：11+、13+和

16+
• • GCSE 、IGCSE、A Level 及 IB 課程各科目的

輔導
• • 提供Public school、牛津及劍橋的模擬面試
• • 支援服務，包括：登記 GP 、協助入學註冊

如果您有在英國租房或辦理簽證的需要，我們也
提供相關的服務，Sincere Immigration 的專業團
隊將為您提供有關英國移民事宜的一站式服務。

教育諮詢服務



KINGS CROSS HQ
344-354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1X 8BP

+44 203 877 0007

info@sincereimmigration.com
www.sincereimmigra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