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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等教育整體情況及優勢



類別對比

內地 香港

專科教育 副學位/專上課程
本科教育 學士學位課程
研究生教育 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

* 目前主要開放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對香港學生招生



學制

本科：一般學科為 4 年制

個別專業為 5 ~ 6 年制

(如醫科、中醫、建築類等)

碩士研究生：一般為 2 ~ 3 年制

博士研究生：一般為 3 ~ 4 年制



數量及類型

本科學校 1219所 專科學校 1334所

公辦學校 1824所

民辦學校 447所
普通高校 2553所

獨立學院 275所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7所



院校綜合實力對比

本科高校 1219所

211工程高校 112所

985工程高校 39所



免試收生計畫 84所

香港學生 港澳臺聯招考試 280多所

獨立招生 6所



內地高等教育優勢

國 家 戰 略 211工程
985工程
國家重點學科建設

國際交流合作 與香港高校合作辦學
與海外院校交流合作

就 學 條 件 同等學費水準
相對低的生活成本
優越的生活學習環境



國家重點學科

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內地於近二十年來，曾先
後舉行三次國家重點學科評選，從各高校選出表現優秀的學科為“國
家重點學科”，加強重點學科建設。
* 同學可參考高校的重點學科書目，以及心儀課程是否獲選國家重

點學科，為選科作適當部署。



內地與香港高校合作辦學

目前，北京、上海、重慶、陝西、福建等9個省（市）的高校與6所香
港院校（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合作舉辦的本科及以上合作項目30多
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有2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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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為全國8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其中兩所。

目前，北京、上海、重慶、陝西、福建等9個省（市）的高校與6所香
港院校（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合作舉辦的本科及以上合作項目30多
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有2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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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為全國8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其中兩所。



與海外院校合作交流

• 部分外國知名大學（包括上海紐約大學、溫州肯恩大學、寧波諾丁
漢大學和昆山大學）與內地高校組建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

• 與國外知名大學結為合作夥伴，提供兩地學生互換留學的計劃，並
提供學分轉移、住宿安排等配套；

• 提供機會讓學生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各類學習交流團；
• 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紛紛到內地升學。2014年，在內地留學

的海外學生（不含港澳臺地區學生）人數超過37萬人，來自203個
國家與地區，較2013年增加5.8%，讓內地高校校園更加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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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招收香港學生政策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學生政策



升學途徑

免試收生計畫 84所

港澳臺聯招考試 280多所

獨立招生 6所





入學政策

更適合港生發展的專業

同等學費水準

以文憑試成績做入學依據

相對較好的住宿條件

免修政治理論課和軍訓課







香港學生在內地高校培養情況



升學情況

以本科程度或以上為主

截止2014年10月，在內地高校和研究院就讀的
香港學生逾1.5萬人

2015年，經免試收生計畫或內地高校錄取人數為
1,444人，經港澳臺聯招試錄取香港考生1778人



升學情況

 2014~2015年錄取人數統計

1535人
1903人

1444人
1778人

免試收生計畫 港澳臺僑聯招

2014年
2015年



升學情況

 免試收生計劃報名確認情況對比

75%

81%

86%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比…

隨著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人數下降，2015年完成免試收生計劃報名的人數比去年略為
減少。然而報名確認比率（即現場確認人數佔網上報名人數的比例）仍持續上升。



內地升學港生適用獎助學金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內地升學資助計劃”

該計劃旨在讓透過「免試招生計劃」到內地修讀學士學位課

程，並有經濟需要的香港學生申領資助。每名通過入息審查的

申請資助學士視乎其需要可於課程的政策修業期間內獲每年最

高港幣15,000元（全額）或7,500元（半額）的資助。學生資

助辦事處會協助就此資助計劃的申請人進行有關的入息審查。

該計劃旨在讓透過「免試招生計劃」到內地修讀學士學位課

程，並有經濟需要的香港學生申領資助。每名通過入息審查的

申請資助學士視乎其需要可於課程的政策修業期間內獲每年最

高港幣15,000元（全額）或7,500元（半額）的資助。學生資

助辦事處會協助就此資助計劃的申請人進行有關的入息審查。



內地升學港生適用獎助學金

 國家財政部、教育部提供的“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

本專科學生獎學金分三等：一等每生每學年RMB5，000元；

二等獎每生每學年RMB4，000元；三等獎每生每學年

RMB3，000元；當局會根據情況變化適時調整獎學金等級、

名額和獎勵標準。

本專科學生獎學金分三等：一等每生每學年RMB5，000元；

二等獎每生每學年RMB4，000元；三等獎每生每學年

RMB3，000元；當局會根據情況變化適時調整獎學金等級、

名額和獎勵標準。



內地升學港生適用獎助學金

 “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每人資助金額為

HKD18，000；

 申請條件：香港

居民，並獲得一

名原就讀中學或

現就讀大學老師

的書面推薦。且

被指定大學錄取

為正式本科生，

大學見表格：

 每人資助金額為

HKD18，000；

 申請條件：香港

居民，並獲得一

名原就讀中學或

現就讀大學老師

的書面推薦。且

被指定大學錄取

為正式本科生，

大學見表格：

北京大學 天津師範大學 南京中醫藥大學 武漢大學 星海音樂學

清華大學 天津中醫藥大學 浙江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華南理工大

中國人民大學 復旦大學 浙江中醫藥大學 中南財經大學 華南農業大

北京師範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寧波大學 湖北中醫藥大學 西南大學

北京語言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成都中醫藥大學 中山大學 重慶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 上海財經大學 四川師範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 西南政法大

中國傳媒大學 華東政法大學 廈門大學 廣州中醫藥大學 雲南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
學

同濟大學 福州大學 南方醫科大學 雲南師範大

南開大學 南京大學 福建中醫藥大學 汕頭大學 西安交通大

天津大學 南京師範大學 福建師範大學 廣州美術學院 中國科技大



內地升學港生適用獎助學金

 羅定邦勵志獎學金

獎學金年期最長可達4年、每年HKD10,000。

成功獲獎的學生，將於入學年獲得HKD10,000獎學金及嘉
許證書一張。

獲獎學生可繼續於第二至第四學年每年提出申請，成功者
每年可獲HKD10,000。

獎學金年期最長可達4年、每年HKD10,000。

成功獲獎的學生，將於入學年獲得HKD10,000獎學金及嘉
許證書一張。

獲獎學生可繼續於第二至第四學年每年提出申請，成功者
每年可獲HKD10,000。



內地高校主要專業設置



學科門類

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

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

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



學科設置







入讀內地高校就業前景





內地高校學習與港生獲得
執業證照的銜接



學歷互認



學歷評估及資歷評審



取得專業資格



謝謝，請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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