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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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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1年8月，国务院副總理

李克強訪港期間宣佈“自

2011年起試行對香港學生豁

免內地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

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省

學生考試，內地部分高校可

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擇優錄取香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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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第137條第二款規定“學生享有選

擇院校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求學的

自由。” 內地部份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

生政策，给香港學生增加了一个选择，

多提供了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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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回顧



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㈠ 報名、確認、錄取情況

1.網上報名

預報名總人數：6272人

其中：男考生2592人

女考生3680人

其中：中六級考生4923人

中七級考生13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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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㈠ 報名、確認、錄取情況

1.網上報名

從網上報名的表像分析，一是報名主要

集中在少數學校，尤其是中山大學、暨南大

學；二是有的學生所報學校層次與自己學習

水準相差較大，一些學習成績一般的學生往

往所報學校層次較高。

上述問題從表像上反映香港許多學生對

內地高校瞭解不夠，尤其是對有特色的省屬

高校的教學品質、學科特色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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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㈠ 報名、確認、錄取情況

2.現場確認

總人數：4248人

其中：男考生1727人

女考生2521人

其中：中六級考生3439人

中七級考生809人

現場確認總人數占預報名

總人數的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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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㈠ 報名、確認、錄取情況

2.現場確認

約有2000人未到現場確認，原因有三：

一是有些考生不知道預報名後還需要

現場確認；

二是有些考生因故錯過了確認時間；

三是有的考生預報名後另有選擇放棄

了確認。10



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㈠ 報名、確認、錄取情況

2.現場確認

現場確認考生4248人，按每人填報4個

志願學校計算，全部報滿應為16988個志願，

實際填報志願數為16734個，占總志願數的

98.5%，平均每人填報3.94個志願。

考生填報志願覆蓋了全部63所在港招

生高校，報名人數最多的學校是暨南大學

和中山大學，分別為2559人和24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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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錄取及確認

2012年報考內地高校的香港考生中參
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總人數為3443人。

其中：文憑試達到“3322”標準的
1690人，占報名確認考生的49.08%。

錄取情況：各高校共錄取2481人次，
971人

占預錄取人次的72.27%。
錄取人數占文憑試達到“3322”標準的

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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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㈠ 報名、確認、錄取情況



5.錄取及確認

初步分析：一些考生被1所以上學校
錄取，只能確認其中1所學校；

一些考生根據成績估計，認為可以被
港校錄取，故放棄升讀內地高校；

一些考生錯過錄取確認時間，很多考
生過後來電話，說不知道確認時間，或確
認操作失誤，或忘記密碼不能登錄等。13

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㈠ 報名、確認、錄取情況



1.實現了雙覆蓋

這次內地63所高校實行免試招收香港
學生，香港有505所中學的應屆考生報考
內地高校，基本覆蓋香港中文中學。

內地招生63所高校都有考生報名，實
現全覆蓋。

反映了內地高校免試招生政策適應香
港實際，受到香港考生的認可與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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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㈡ 主要特點與問題



2.第一、二層次的中學考生成為報名主體

香港第一、二層次中學的考生報名數
占總報名數的62.53%，其中第一層次的學
校考生占報名總數的35.62%，保證了考生
的生源質素。

如復旦大學，這次免試招生報名人數
達757人，其中第一層次學校考生427人，
占報考該校考生數的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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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㈡ 主要特點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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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報名学校分佈不均勻

報名出現院校分佈不均勻和地域
分佈不均勻現象,造成個別院校競爭劇
烈和收生成績水漲船高,以及成績與高
校錯配的情況。

以中山大學和暨南大學這兩所在
香港知名度較高的院校,報名數分別達
到2439人和2559人,勢必有大多數考生
不能被錄取。

㈡ 主要特點與問題

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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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報名地域分佈不均勻
10所報名人數最多的高校中，廣

東省有4所，福建省有2所，明顯與香
港的地理位置相近且生活環境相似；
另外4所則為國內一線大城市(北京市
和上海市) 。反映香港學生在報讀內
地高校時，優先考慮院校知名度及地
域因素。

第一部分 2012年免試收生情況

㈡ 主要特點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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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
局长吴克俭
与升读内地
西南大学的
香港学生合
影

香港教育局常任
秘书长谢凌洁贞
与升读伊利沙伯
中学内地复旦大
学医学院的香港
学生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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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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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1. 報名資格
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可報名：
（1）參加2013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
（2）參加2013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考生；

考生所持證件需在有效期之內。
考生須認真閱讀所報內地招生院校及專

業的招生章程，瞭解其對考生身體健康情況
的要求。



21

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2. 報名方式及時間
⑴報名

2013年香港學生免試報讀內地普通高等
學校採取網上預報名及現場正式確認相結
合的方式。
考生在5月6日—6月6日期間登錄對港免

試招生網上報名系統進行預報名。
網上預報名時考生須按照要求輸入報考

基本資訊（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學
校志願、專業志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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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考生基本信息、高中阶段学习情况及填报志
愿信息，其中学习概览由考生就读的中学负责上
传。在网上报名系统开通期间，考生均可上网修
改自己的报名信息

进入“香港免试生网上报名系统”

网上报名结束

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2. 報名方式及時間
⑴報名 登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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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2. 報名方式及時間
⑵ 確認

網上預報名後，考生須在6月7—30日到中
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進行現場確認。

考生須按要求提交:
① 列印好的報名表格、考生電子相片(格

式:為JPG，大小:168×240圖元，10K以內）;
② 身份证、回乡证原件及影印件；
③ 學習證明材料（獲獎證明、校長推薦計

畫表格、校長推薦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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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名方式及時間
⑵確認

考生若因特殊情況不能親自前往報名
點進行確認，可委託他人憑考生身份證影
印件、本人身份證原件及影印件、考生親
筆簽署的委託書代為提交考试相關證明材
料並進行確認。

每位代報者只可代一名考生辦理確認
手續。

每位考生繳納報名費用：港幣420元

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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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報志願
考生在網上預報名時須填報志願。每

位考生按自己的報讀意願順序可填報4所
學校，每所學校可填報 4個專業志願。

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4. 面試
招生院校可根據本校招生要求自行決

定是否對考生進行面試，面試工作須在錄
取開始前完成，面試具體時間及地點由招
生院校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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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5. 錄取
⑴錄取原則：

招生院校根據考生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成績或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參考考生中學期
間學習經歷，並依據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畫
以及向社會公佈的招生章程進行錄取。

①最低錄取標準：
• 參加香港中學文憑的考生錄取標準為：
“3、3、2、2”，即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
科達到第3級，數學科、通識教育科達到第
2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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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5. 錄取
⑴ 錄取原則：
① 最低錄取標準：
• 報考藝術、體育類專業的考生錄取標準為：
“2、2、1、1”。
•參加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考生錄取標準為：
中國語文及文化、英語運用達到“E”級；以及
其他科目有兩門達到高級程度會考的“E”級；
或其他科目有一門達到高級程度會考的“E”級，
另有兩門達到高級補充程度會考的“E”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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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5. 錄取
⑴ 錄取原則：
② 招生院校可附加要求

除四門核心科目外，招生院校可根據不同
專業要求指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選修科目，
明確考生需達到的水準（如指定一至兩門選修
科目成績需達到哪個級別）。
③ 學習經歷參考

除核心科目、選修科目的要求外，招生院
校可參考考生其他學習經歷，即由考生所在中
学提供的“學生學習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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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㈠ 主要條款

5. 錄取
⑵ 錄取時間

8月上旬各高校通過網上錄取系統確定
錄取名單；
⑶ 補錄時間

8月9、10日，各高校可根據生源情況
進行計劃調整或者補錄；
⑷ 通知書發放時間：

8月20日前由高校發放錄取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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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㈡ 新辦法的改進與特點

1.完善招生機制，針對香港學生心儀
的學校及專業，適度調整在港招生學校，
滿足學生的求學願望，鼓勵更多考生報考
內地高校；

2.體現終生學習，報名資格中由原來
的應屆畢業生，取消“應屆”兩字，鼓勵
更多自修生報考，實現終生教育；

3.方便考生，
（1）考生選擇學校和填報專業志願由

平行志願更改為順序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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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㈡ 新辦法的改進與特點

（2）網上報名和現場確認的時間，分
別比2012年延長至32天和24天，并安排在
考試后進行，給考生充分時間考慮志願；

（3）面試時間放在中學文憑試放榜之
後，并由學校自行確定是否面試及具體安
排；

（4）填報補錄志願時間放在香港高校
聯合招生放榜之後，有利於更多考生參加
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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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㈢ 内地70所对港免试招生高校简介

70所高校分布在內地12個省（市）：

地區 學校數 地區 學校數

北京市 11      江蘇省 3

上海市 10 浙江省 4

天津市 4 湖北省 4

重慶市 3      湖南省 1                        

福建省 6      四川省 3

廣東省 19      雲南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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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㈢ 内地70所对港免试招生高校简介

985工程：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

1998年5月，國家在實施“面向21世紀教

育振興行動計畫”中，決定為建設若干

所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批國際知名的高水

準研究型大學而實施的高等教育建設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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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㈢ 内地70所对港免试招生高校简介

211工程：中國政府為了迎接世界新

技術革命的挑戰，面向21世紀，要集中中

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點

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

科、專業，力爭在21世紀初有一批高等學

校和學科、專業接近或達到國際一流大學

的水平的建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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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㈢ 内地70所对港免试招生高校简介

普通本科院校
34所

「211工程」
高校
18所

「985工程」
高校
18所

70所高校劃分成三個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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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㈢ 内地70所对港免试招生高校简介

層級 學校數

985工程院校 18

211工程院校 18

（不含985院校）

普通特色院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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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㈢ 内地70所对港免试招生高校简介

985工程高校：18所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

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復旦

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

範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

武漢大學、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重

慶大學、四川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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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㈢ 内地70所对港免试招生高校简介

211工程的高校：18所（985高校同屬211高校，

不再重複列出）

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外國語大

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上

海財經大學、東華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外國

語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福州大學、華中師範

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南師範大學、暨

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西南大學、雲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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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㈢ 内地70所对港免试招生高校简介

香港教育局網站上
載了內地70所免試
招收香港學生計畫
指南的全部資料。
網址是：
http://www.edu.
gov.hk/dxp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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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㈣ 填選内地高校志願的策略

高校類別 學校數 錄取要求 學校名稱 錄取要求 學校名稱

985高校 18所 3、3、2、2

6所：
北京師範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南京大學
中山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重慶大學

3、3、3、2
2所：
南開大學
廈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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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㈣ 填選内地高校志願的策略

高校類別 學校數 錄取要求

211高校 18所 3、3、2、2

學校名稱

14所：
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對外經濟
貿易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東華大學、
南京師範大學、福州大學、華中師範大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南師範大學、暨
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西南大學、雲南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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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㈣ 填選内地高校志願的策略

高校類別 學校數 錄取要求 學校名稱

211高校 18所 2、2、1、1

3所：
福州大學
湖南師範大學
西南大學

藝術類
高校

4所 2、2、1、1
2所：
廣州美術學院
星海音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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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3年招生辦法及特點

㈣ 填選内地高校志願的策略

• 認真瞭解內地高校的綜合實力與學科特色。

• 博前穩后，由難到易。即填選志願要有梯

度，第一所志願學校要與自己的成績相若，

第三、四志願學校要求穩妥保底。但要防因

第二志愿学额少而失去最佳选择。

• 志願選擇，冷熱專業要搭配，應兼有冷門

及熱門學科、優勢及一般學科 。

• 把握好補錄填選志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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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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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㈠ 內地經濟發展市場廣闊，為就業、
創業提供條件

在升學方面：學歷互認有利於兩地學

習提升質素。

2004年，國家教育部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教育統籌局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相

互承認高等教育學位證書的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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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㈠ 內地經濟發展市場廣闊，為就業、
創業提供條件

兩地各自認可的高等學校是指在當地

擁有學士或學士以上學位授予權的高等教

育。適用於兩地各自認可的擁有學士或學

士以上學位授予權的高等學校，但不包括

由兩地教育機構頒發，在學士學位程度以

下的學歷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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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獲得由認可的內地高等學校頒發的學
士學位者，可以申請攻讀香港高等學校的
研究生學位或者進行職業學習。
• 已獲得由認可的內地高等學校頒發的碩
士學位者，可以申請攻讀香港高等學校的
博士學位。
• 已獲得由認可的內地高等學校頒發的學
士學位，且成績優異並順利完成高品質論
文或者研究工作者，可以直接申請攻讀香
港高等學校的博士學位。

㈠ 內地經濟發展市場廣闊，為就業、
創業提供條件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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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獲得由認可的香港高等學校頒發的學
士學位者，可以申請攻讀內地高等學校的
碩士學位。
• 已獲得由認可的香港高等學校頒發的碩
士學位者，可以申請攻讀內地高等學校的
博士學位。
• 已獲得由認可的香港高等學校頒發的榮
譽學士學位，且成績優異者，可以直接申
請攻讀內地高等學校的博士學位。

㈠ 內地經濟發展市場廣闊，為就業、
創業提供條件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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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業方面：CEPA協議，為在內地發展提供
機遇。

2004年簽訂的CEPA補充協議中，對服務貿易
條款中明確約定：

自2005年1月1日起，內地在《安排》附件4
《關於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的基礎上
，在法律、會計、醫療、視聽、建築、分銷、銀
行、證券、運輸、貨運代理等領域對香港服務及
服務提供者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條件，擴大香
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內地設立個體工商
戶的地域和營業範圍。

㈠ 內地經濟發展市場廣闊，為就業、
創業提供條件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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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12年每年都修改、補充、完善有
關條款，2007年補充協議四修訂為：

自2008年1月1日起，內地在《安排》、《〈
安排〉補充協議》(一至三)開放服務貿易承諾的
基礎上，在法律、醫療、計算機及其相關服務、
房地產、市場調研、與管理諮詢相關的服務、公
用事業、人才中介、建築物清潔、攝影、印刷、
筆譯和口譯、會展、電信、視聽、分銷、環境、
保險、銀行、證券、社會服務、旅遊、文娛、體
育、海運、航空運輸、公路運輸、個體工商戶等
28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條件。

㈠ 內地經濟發展市場廣闊，為就業、
創業提供條件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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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補充協議八修訂為：
自2012年4月1日起，內地在《安排》、《〈安

排〉補充協議》（一至七）開放服務貿易承諾的基
礎上，在法律、建築、技術檢驗分析與貨物檢驗、
人員提供與安排、分銷、保險、銀行、證券、醫院
、旅遊、公路運輸、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和個體
工商戶等13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條件，並
在跨學科的研究與實驗開發服務、與製造業有關的
服務、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和其他文化服務3
個新領域增加開放措施。

第三部分 關於學業與就業
㈠ 內地經濟發展市場廣闊，為就
業、創業提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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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提高教育質量。
一是稳定规模。今后要保持公办普通高

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
二是优化结构。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类

型、层次和区域布局结构，适应国家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三是强化特色。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各
展所长，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
争创一流。

四是注重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步伐。

五是增加投入。大幅提高生均經費標準。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內地高等教育，特別是近十年來跨越

式發展，建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體系，進
入了大眾化發展階段。

從高校數量上看：
截至2012年5月，內地共有普通高校

2,441所，其中：本科學校1,144所，專科
學校1,297所；公辦學校1,735所，民辦學
校706所（包括獨立學院303所）。其中，
70所高校實施“內地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
生計劃”;200多所高校通過“港澳台僑聯
招聯考”招收香港高中學生。

53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從招生人數上看，以2011年數據為例：

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共招生681.50萬人，

增长2.98%，其中本科生招生349萬人，增

長2.95%；

在校生2308.51萬人，比上年增加76.71

万人，增长3.44%；

畢業生608.16萬人，比上年增加32.73

万人，增长5.69%。54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從教師人數上看：

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220.48万人，

比上年增加4.82万人；专任教师139.27

万人，比上年增加4.96万人。普通高校

生师比为1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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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從學校建設上看：

普通高等學校校舍總建築面積78076

萬平方米（含非產權獨立使用），比上

年增加3472万平方米；教學科研儀器設

備總值2555億元，比上年增加276亿元。

56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從科研水平上看：

歷年國家級三大科學技術獎勵中，

由高校為主完成的項目所占比例超過六

成。2011年度，国家三大奖全国高等学

校獲獎占总数的72.5%。其中，高校为第

一完成单位的占总数的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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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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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至2011年度全國高校在國家三大科技獎

中所占比例示意圖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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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點：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提出：“提高質量是高等
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
的基本要求。”為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
業開展深度合作，協同創新，提高人才培養
質量，提高科學研究水平，增強社會服務能
力，使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國家
於2011年起，開始實施“高等教育創新能力
提升計劃”，簡稱“2011計劃”。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新的變化：
內地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快速發展。
內地與海外的高校交流合作日益頻繁，

除近年敎育部批准三所外國知名大學（包
括上海紐約大學、溫州肯恩大學和昆山杜
克大學）於內地辦學外，廈門大學在馬來
西亞設立分校。目前設立和舉辦中外合作
辦學機構與項目項共有一千七百八十，不
少知名高校均與海外院校結為合作夥伴，
提供兩地學生互換留學的機會，並提供學
分轉移、住宿安排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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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紛紛到內地升
學，內地高校的海外留學生在學人數持
續增加。截至2011年，共有約30萬海外
留學生在內地留學，其中41%正在攻讀專
業學位，反映海外留學生已不止停留於
語言學習層面。美國設立基金資助10萬
美國學生的中國留學，龐大的留學生人
數及各式各樣的交流活動，讓內地高校
校園變得更國際化。61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內地與香港高校合作辦學如雨後春
筍。目前，北京、上海、重慶、陝西等
9個省（市）的高校與香港高校合作舉
辦的本科以上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共計
36個，其中機構3個，項目33個，涉及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
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5
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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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其中：北京師範大學與香港浸會大
學合作設立的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聯合國際學院，系全國5所具有獨立法
人資格的涉外合作辦學機構之一；香港
中文大學（深圳）（籌）於2012年9月27
日獲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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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新的成效：
內地高校國際排名逐年提高。
在三大世界大学排名榜单中，内地高

校排名普遍提升。
英国QS最新发布的“2012年亚洲最佳

大学排行榜”中，北京大学名次最高，排
名第6，较去年上扬7位，首次超越了日本
东京大学。进入排行榜前50名的还有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等，各校排名多较去年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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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內地高等教育的國際化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推出的2012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多所中国内地大学
的排名比去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其中上海交大和浙江大学均上升了27位。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2年世界
大学声誉排名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跻
身百强，清华大学从去年的第35位上升到
第30位，北京大学从43位上升到38位。

65

㈢ 內地高等教育的國際化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2012年内地有28所大学入选世界500
强，相比去年增加了5所，中南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协和醫科大
學4所大学首次入围等。这些变化表明越
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
能力，若干所名牌大学的国际地位逐年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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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㈡ 內地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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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負擔輕，相關費用與等同於內地生

與內地學生實行同等收費： 即對在內地

學習的港澳地區的專科生、本科生、碩士研究

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同一學校、同一科研院所、

同一年級、同一專業學習的港澳學生執行與內

地學生相同的學費標準；在同等住宿條件下，

住宿費標準一致。

內地普通高校本科生學費：4500-9000元

人民幣/學年；住宿費：800-1500元人民幣/學

年；生活費：500-1000元人民幣/月。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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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管理暫行辦

法》組織評審，獎學金覆蓋面達到33%以上。

等級 本科 碩士 博士

一等 5000 7000 9000

二等 4000 5000 7000

三等 3000 4000 5000

㈢ 負擔輕，相關費用與等同於內地生

第三部分 內地升學，成才佳途



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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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2013年1月8日至13日，香港中文中學

聯合會組織了33所中學校長到內地南京、
杭州、上海的8所對港免試招生的高校參
觀、考察，這些高校是：南京大學、南京
中醫藥大學，浙江大學、浙江中醫藥大學，
同濟大學、東華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
華東政法大學。

他們說，通過這次訪問，進一步瞭解
了內地高校這些年來的發展，看到每個高
校都有適宜香港學生報考的專業，有的學
科在內地高校名列前茅，內地升學對香港
考生今後就業與創業是個很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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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參訪的校長們反映，此次考察訪問內地高

校獲益良多。他們沒有想到內地大學的發

展水準如此之高；沒有想到內地大學的課

程學制設計如此多元；沒有想到不同類型

大學的專業特色如此突出；沒有想到香港

學生適應內地的學習生活如此之快。他們

紛紛表示，回港後將考察訪問的體會及時

與辦學團體內的其他學校分享，動員更多

的學生報考內地免試收生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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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天主教伍華中學劉柏齡校長認為内地高等

教育能為本港學生提供以下的機遇：

• 多元課程：内地大學的分類跟香港的大

學有明顯的不同。一般來說，香港的大學

只有綜合大學一類；而内地大學則可為綜

合大學、藝術大學、科技大學和專科大學。

各院校的辦學特色和所開辦的學系更是包

羅萬有，學術導向和職業導向並重。



73

結束語

• 經濟考量：內地的生活水平一般比香港

為低，香港學生在内地升學學費與內地學

生相同，内地大學亦會為港生提供各類型

的獎學金、助學金和額外資助。因此，港

生在内地升學的經濟負擔應不會比在香港

升學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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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 校園環境：内地好山好水，所見各所大

學別具特色，校園綠化的比例不是香港的

大學能及其項背，教學空間寬敞，圖書館

藏書豐富，體育館設備完善。

• 港生優勢：基本上内地大學均以中文授

課,部份會輔以英語，特別適合英語能力

稍遜的同學人讀，只要港生持續努力，將

來會是銜接英美等地升學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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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 發展空間：學生在完成内地學位課程後,

若選擇繼續進修的話可銜接内地或英美各

地的課程。若選擇回港工作，則需經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認可,或通過專業考

試，方可以等同香港學士學位資格執業。

不過我個人認為，未來只會有更多香港的

大學生，爭取自己的學歷獲得内地的認可，

始能在內地尋找更大的機遇。

總結全程所得,内地升學絶對是香港
學生的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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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出路
內地升學
成才佳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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