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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港生升讀內地大學各種途徑

背景

• 以往港生主要通過港澳台聯招試及暨南
大學華僑大學兩校聯招試報考內地大學

• 2003年中山大學單獨招生考試

• 2004年清華、北大免試招收港生

• 2006年復旦免試招收港生

• 2012年63所院校免試錄計劃(75所，2014)
• 2011年10月，共11,155名港生在內地205

所大學就讀。



3個內地大學招生考試的比較

• 港澳台聯招試 (3+2模式，總分750分)
文科 :  中、英、數、歷史、地理
理科 :  中、英、數、物理、化學

• 暨大、華大兩校聯招試 (3+X，總分600
分)
中、英、數+1選修科(史、地、理、化)

• 中山大學單獨招生考試 (總分300分)
中、英、數三科
港澳台聯招試可報考216所大學及大量特色藝術類院校，
中山大學單招數學科成績比重大，數學成績好的學生有
優勢



內地高等院校在港招生的主要目的:
補香港高等教育的不足

•補學額不足：為香港學生提供更多升
讀大學的機會。

•補專業選擇較少及熱門專業學額不足：
內地大學開設的200多個專業，為香港
學生提供更多學科選擇、發展個人興
趣、追尋夢想和考取專業資格的空間。

香港中學畢業生可根據個人學習成績、興趣和家庭經濟狀況選

擇包括本地、海外以至內地升學途徑，接受高等教育。



內地高等院校在港招生的主要目的:
補香港高等教育的不足
•香港各大學熱門專業和學額不足：西

醫、藥劑、法律等熱門專業錄取分數
極高。(大學學科設置結構失衡，部分專業學科

求過於供，大部分學科卻供過於求)

•每年近3000位港生到內地知名大學入
讀心儀的西醫、中醫、法律、會計、
金融、建築等熱門學科；畢業後亦都
能學以致用，在香港或內地找到合適
工作，或在內地、香港或外國名校升
讀研究院課程。



部分內地畢業港生發展情況
• 廖先生，北京大學畢業，留京創業，與內地同學合資經營網上銷售時裝生意。

• 嚴先生，西南政法大學畢業，受聘於本港律師行，去年通過「國家司法考
試」，現擔任「實習律師」，一年實習期滿後，將可成為執業中國律師。

• 鍾小姐，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在北京大學修讀法學碩士。

• 鄒小姐，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畢業，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建築學碩士，現在美
國芝加哥工作。

• 伍先生，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回港從事金融工作，去年獲中文大學錄取，修
讀兼讀制金融碩士課程。

• 徐先生，南京中醫藥大學畢業，2011年成功考取香港中醫執業資格，現於醫管
局屬下醫院任門診中醫，並修讀香港大學兼讀中醫碩士

• 陳先生，華僑大學建築學專業畢業，現任職於香港一所建築師事務所。

• 曾先生，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畢業，在港從事商業翻譯工作，並修讀香港大學
兼讀碩士

• 梁先生，湖南大學畢業，赴美國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修讀碩士

• 林先生，中山大學畢業，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修讀碩士

• 董先生，廣東工業大學畢業，回港從事飛機維修工作





升學選擇與生涯規劃

• 依據個人性格、才能去選擇升學志願
及理想職業。

• 升學不單是選大學那麼簡單，學科選
擇非常重要。

• 考慮現實狀況：本地升學是否能考取
心儀專業、追求夢想？

• 內地升學：發展興趣、見識世界、實
現夢想。



75所實施免試招生院校名單：
北京：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服裝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師範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對
外經濟貿易大學

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師範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東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
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華東理工大學、
上海中醫藥大學

山東：山東大學 江西：江西中醫藥大學

江蘇：南京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師範大學

淅江：浙江大學、溫州醫學院、浙江中醫藥大學、寧波大學

福建：廈門大學、福州大學、華僑大學、福建中醫藥大學、福建師範大學、集美大學

湖北：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中醫藥大學、三峽大學

湖南：湖南師範大學

廣東：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汕頭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華南師範
大學、廣州美術學院、星海音樂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方醫科大學、廣東
藥學院、韶關學院、肇慶學院、深圳大學、廣東商學院、廣州大學、廣東工業大
學、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廣東金融學院

重慶：重慶大學、西南大學、西南政法大學

四川：四川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四川師範大學

雲南：雲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 。



2014年港生免試升讀內地大學

1. 頂級院校(綜合排名前20名)：

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
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
浙江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
中山大學、四川大學、華南理工大學



2014年港生免試升讀內地大學

2. 中醫類院校(10所)：
北京中醫藥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上海
中醫藥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
藥大學、浙江中醫藥大學、福建中醫藥大
學、湖北中醫藥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
江西中醫藥大學

3. 師範類院校(10所)：
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中師範
大學、華南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
京師範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天津師範大
學、四川師範大學、雲南師範大學



2014年港生免試升讀內地大學

4. 醫學類院校(2所)：
南方醫科大學、溫州醫學院

5. 政法類院校(4所)：
中國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西南政法
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6. 財經類院校(2所)：
上海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2014年港生免試升讀內地大學

7. 藝術類院校(4所)：
中國傳媒大學、北京服裝學院、星海音樂
學院、廣州美術學院

8. 語言類院校(4所)：
北京語言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北京
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

9. 其他特色院校：

廣東藥學院(藥學)、西南大學(動物醫學)



2014年港生免試升讀內地大學

最低標準參照香港各大學的最低錄取標準：

一般學科 3322
體藝類專業調低至 2211
校長推薦計劃 3232

北大、清華等熱門院校錄取標準會較高



2014年港生免試升讀內地大學

報考方法：

• 2014年2月25日-3月20日網上報名

• 可填報4所大學各4個專業

• 3月15-31日交費確認($420)  中國教育留學
交流(香港)中心有限公司

• 8月上旬網上公布錄取名單

• 8月上旬補充錄取

錄取方法：

• 2012年 平行錄取

• 2013年後 順序錄取



2014年港生免試升讀內地大學
技術問題：

• 錄取方式令成績優秀學生佔優，享有更多升
學選擇，未必能達設計目的。

• 港生不可預知文憑試成績，萬一個別學科失
手，成績不理想，就會無法獲香港或內地的
大學錄取。因此，參加港澳台聯招試或暨大
華大聯招試，會為有志升學的學生提供多一
重保險及增加升學機會。

• 一些特色院校，如：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
術學院、北京體育大學、農業大學(提供獸
醫專業)，並不在免試招生院校名單中，要
通過港澳台聯招試才能報考上述院校。



2013年港生免試升讀內地大學

小結

• 報名人數約2,300人，錄取約1,200人

展望

• 參加免試錄取計劃院校數目逐年增加。

• 所有參加計劃院校於會來港參加展覽，提供
詳細資訊(11月23-24日)。

• 港生需掌握更多報考資訊以爭取更好升學機
會



2013年香港新高中畢業生升讀內地大學

• 近900人報考港澳台聯招試

• 約500多人報考暨大華大聯招試

• 413人報考中山大學單獨招生考試

• 報名參加考試的港生人數保持穩定



2014年香港港生升讀內地大學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的招生安排

• 繼續舉辦暨大、華大兩校聯招試

• 參考香港各大學的最低錄取標準制訂免試
錄取標準 (五科十二級) ，文憑試放榜後接
受報名

• 設立中學校長推薦名額，直接錄取校內成
績優秀、有體藝專長或社會服務優異的中
六學生(12月報名，1月中面試，14年3月公
報結果)



中山大學的招生安排

• 為內地高校免試錄取計劃提供超過50
個名額

• 繼續舉辦單獨招生考試，並改為開放
考試，具中六或以上學歷都可報考

• 單獨招生考試維持以往考試形式，6月
初考試，考中、英、數三科

• 2013年錄取線：150分，共錄取62人



廿一世紀的香港

經濟動力源自何方?

失業率 美國、歐洲 ~10%
香港 <4%

政府財政 美國、歐洲 巨額赤字

香港 近千億盈餘



我們站在巨人(祖國)的肩膀上
If I have been able to see further, it was 
only because I stoo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如果我看得更遠，是因為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

Isaac Newton 牛頓

*2012年6月，共有3,883家外國公司在香港設立地
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其中81%是負責在中國內地

的業務，可見香港的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如何提高競爭力 避免邊沿化

追上時代發展步伐，注意
世界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

內地已成為香港主要伙伴
和重要支柱，因此要同時
了解內地及香港發展趨勢。



重新定義 國際視野
美國人的國際視野 中國!
歐洲人的國際視野 中國!
香港人的國際視野?
美國? 英國? 中國?
英文 vs.  普通話/簡體字

中國視野和歐美視野將會同等重要!!



中國已成為留學熱點
在華留學生人數

1978年 1,236人

2008年 22.35萬人

2020年 50萬人(預計)

2008年美國有留學生67.16萬人，佔世界留學
生總數約四分一



籌劃未來--- 需考慮的因素

現今社會發展趨勢

五到十年後的預期社會狀況



中港發展新趨勢
近三十年經濟成就是工業革命後最大的經濟奇跡

中國已成為美國和日本的最大債權國

2009年中國汽車產銷量超越美國成世界第一

2012年中國遊客消費額世界第一(8000萬人次)
上海港2006年躍居世界第一大港

最新預測：中國 GDP2020年超美國，成世界第一

深滬股市總市值世界第二，中石油市值曾是世界第一

香港企業大幅增加內地投資比重

香港聯合交易所聘請內地人士任行政總裁

港府積極推動珠三角融合，建溝一小時生活圈



CEPA 10年（2003-2013）香港經濟變化(一)
2003年香港和內地雙邊貿易額874億美元；2012年增
至5313.8億美元，增長6倍！

10年間，香港GDP增長56%，年複合增長率達5.1%，
遠超歐美發達國家同期增速。

自由行從最初的4個城市，增至現在的49個城市，從
2003年7月到2013年3月底，“自由行”旅客累計達
1.0847億人次。2012年，訪港旅客4,861萬人次（內地
旅客3,490萬人次，佔總數71.8%）

2012年，香港旅遊總收入2,966億港元，比1996年的
845億港元增長3倍多。

2011年，香港酒店數量184家，共61,828個房間；
1996年，只有酒店76家，客房數量31,667間。



CEPA 10年（2003-2013）香港經濟變化(二)
香港銀行業在內地設立的分行和支行數目由2003年的46家增加
至目前的超過300家。

金融是香港經濟支柱，2013年6月底，在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
有743家，佔總數47%，市值達11.5萬億港元，佔總市值的56%。

服務業佔香港GDP超過九成，香港專業服務業11個大行業中，
已有6個在內地的經營收入超過在香港的收入。

醫療服務領域，有近8萬名香港註冊醫療衛生人士獲得內地短
期執業的資格。

電影行業：2003年，港産合拍片(中港合作)的內地票房只有2億
元人民幣；至今，合拍片已佔據內地電影市場的大半份額。2011
年，內地18部票房過億的電影中，有10部是內地和香港的合拍片。

截至2012年年中，常住在北京、上海、廣州3個城市的香港人

約有40萬人，其中不少是專業人士。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誰是經濟皇者意見調查(2012)
(Leading Economic Power)

中國是皇者 美國是皇者

全世界 42% 36%

德國 62% 13%

英國 58% 28%

西班牙 57% 26%

法國 57% 29%

美國 41% 40%

中國 29% 48%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中國國際形象並不差 (2012)
對美國觀感正面 對中國觀感正面

意大利 74% 30%

法國 69% 40%
英國 60% 49%
西班牙 58% 49%

俄羅斯 52% 62%

埃及 19% 52%

巴基斯坦 12% 85%

日本 72% 15%

印度 41% 23%

巴西 61% 50%

中位數 52% 49%



五到十年後 的預測

由世界工廠到發展尖端科技

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貿易國及消費國

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中文成為國際語言(金融中心?)
中國各主要的大城市工資和樓價追平香港

中國完成載人登月計劃

全國性的高鐵網絡完成，並正在拓展至亞洲、歐洲及
美洲

中國成功製造大型民航機(ARJ21, C919)
香港與珠三角城市群形成一小時生活圈



一小時生活圈的深遠含意

港人生活、就業圈子擴大

香港真正融入珠三角和大中華

特區與內地的界線逐步淡化

大香港主義將無立足之地



香港的隱憂

1997年香港GDP約為中國GDP
的17%，現在已降至約3%
2015年，香港經濟規模 (GDP)
降至中國第7位，在上海、北京、
廣州、深圳、蘇州、天津之後

未來10年廣州及深圳人均GDP
將會超越香港



植根於香港

展翅大中華

摘自：新世界發展2006年年報

周大福珠寶 1998年北京開設第一間分店，現
擁有近1900家分店，成為中國最大珠寶商



植根於香港 展翅大中華

根據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校友會統計
2006年港大約有5,000位校
友在內地發展事業，其中
一半居於上海。



阿童木 vs.喜羊羊與灰太狼
中國概念突圍而出

中國電影票房 2003   10億 ； 2010   >100億

2013上半年 100億 預計4年內超越美國



視線決定現在 眼光決定未來
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叫視線，對未來的正確預見叫
眼光---我們要用前瞻的眼光看香港和祖國的發
展

未來十到二十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經
濟體系，金融、能源、科技、文化、演藝、
醫療、工業、服務和教育等領域將會居於世
界領導地位，並會為中國的年青人提供發展
事業的好機遇。
中資企業將會取代外資企業，在香港佔領
主導地位。



展望

●演藝、文化、創意產業、建築、
管理、培訓、工程、審計、化驗
和科研等行業北上前景寬廣；
●內地知識及內地網絡在香港亦
會為年青人創造增值空間。



“我熱愛中國，我讓我11個月
大的女兒學習中文，因為我認
為，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20
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必
將是中國的世紀。”

Jim Rogers      量子基金創辦人
2004年5月，北京



“買中國股票！購買這個國家的未來！ ”

《投資大師羅傑斯(Jim Rogers)給女兒的12封信》

內地升學 投資未來



昨日劍橋、牛津
今日哈佛、耶魯

明日清華、北大
大學水平與國家經濟實力掛鉤



中國高等教育水平不斷提升

•清華大學的科研經費於1990年只
有六千七百萬(人民幣)，2000年增加
至七億，2010年激增至三十六億，
二十年內增加了五十多倍！
•全球在讀博士研究生中，有三分
一來自中國*
*美國研究生院協會2011年公布的一項在美國進行

的國際性調查結果



現在香港人的問題

內地大學的學歷在香港是否被認
可?
內地的專業資格(如醫生、會計師
等)在香港是否被認可?
內地大學是否用英文授課?
內地那些課程在香港會較有用?



5到10年後香港人的問題

香港的學歷是否在內地受到認可?
香港的專業資格(如醫生、會計師等)在
內地是否受到認可?
香港的職業資格是否在內地受到認可?
香港人如何取得內地身份證?
香港還需要有港幣嗎?

內地的學歷和專業資格有很大增值空間



為甚麼要到內地升學?
學費相宜，2006年港生享國民待遇，
商科、金融、經濟等專業學費每年4,560
元，醫科每年5,760元
中國是世界最高速發展地方，內地升
學及就業經驗大大拓闊個人發展空間
香港屬服務性經濟，對內地依賴日增，
將來需要更多精通簡體字、普通話、中
國文化人才
學科選擇多：200多個學科、專業可供
選擇



為甚麼要到內地升學?
中國大學水平不斷提高、達世界水平；美
國最多博士生來自清華和北大。

中國大學的學歷及專業資格在世界上以至
香港逐步得到廣泛認可。

香港大學學位有限，副學士銜接困難。

內地大學不斷增加對港招生名額，錄取標
準較以前寬鬆，並優先錄取港生入熱門專業
如工商管理及醫科等。



內地畢業出路探討
回港工作或升學

*可投考公務員、當教師、西醫及中醫等

(2012年96%通過評審，81人考獲中醫執業資格)
*私人企業需要大批熟悉內地情況的員工
*可在香港各大學升讀碩士或博士課程

內地工作及升讀碩士博士課程

外國升學及工作
*可升讀外國碩士或博士課程
*外國商業及金融機構需要大批了解中國的員工

協助開拓中國市場



華僑大學建築學學士資歷獲香港建築師學會認可





小結
金融海嘯後，中國經濟繼續高速
發展，綜合國力及在世界上的影響
力大幅提升，廿一世紀是中國世紀

中國發展一日千里、潛力雄厚

往內地發展的港人大幅增加，新
一代香港的年青人的發展空間將是
整個大中華

內地升學將為港生帶來增值空間



內地大學發展概況
中國大學有上百年歷史，學科設置、學位頒授皆

參照西方、與西方銜接，並與世界知名大學有密

切交流和合作

•北京大學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創辦於1898年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清華學堂，始建於1911年，曾是

留美預備學校。

•天津大學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大學，前身

為北洋大學,創辦於1895年

•上海交通大學創辦於1896年，在40年代被譽為東方

MIT(麻省理工)



內地大學發展概況(續)

•武漢大學溯源於清政府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

堂，1948年牛津大學承認其畢業生學歷

•浙江大學前身是求是書院，成立於1897年

•南京大學創建於1902年，1949年前名為中央

大學，有"民國最高學府"之稱

•復旦大學創建於1905年，原名為復旦公學。

•中山大學，原名廣東大學，由孫中山先生于

1924年創辦。



中國大學的學制
•大學四年制，醫科五年制

•碩士兩年至三年

•博士三年

•大學本科學費約5000元/年；
宿費約1000-2000/年

•伙食費每天約十多元(學校飯堂)



中國的重點大學
211工程

要將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強國，教育的發展必需相配合，
90年代開始，國家決定要在21世紀重點支持約一百所
大學發展成一流大學

985工程-建設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

1999年7月起，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分別簽訂了協議，確
定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
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哈爾
濱工業大學、浙江大學等九所學校為國家首批建設的
若干所重點大學。其中清華和北大更是重點之重。985
工程現有39所大學。



中國大學排名
《中國大學評價》2013年綜合排名榜

排名 校名
1 淅江大學
2 北京大學
3 清華大學
4 上海交通大學
5    復旦大學
6    南京大學
7    武漢大學
8    四川大學
9    中山大學
10  華中科技大學

11    哈爾濱工業大學
12    山東大學
13    吉林大學
14    南開大學
15    西安交通大學
16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17    中南大學
18    東南大學
19    中國人民大學
20    天津大學



優秀政法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
學、華東政法大學

優秀中醫藥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藥
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天津
中醫藥大學

優秀音樂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星海音樂學院

優秀美術學院
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
西安美術學院



香港學生報讀內地大學情況
熱點學科

• 商科類：國際經濟與貿易、工商管
理、金融、經濟、會計、法律、旅
遊管理

• 醫學類：臨床醫學、中醫

• 藝術類：美術設計、服裝、音樂

• 其他：新聞、建築、城市規劃



香港學生內地升大的各種途徑
• 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

僑港澳臺灣省學生入學考試(港澳臺聯招)
• 3月1到31日報名，5月24-25日考試，中

六程度學生可報考內地216所大學

• 文科考中、英、數、地理、歷史

• 理科考中、英、數、物理、化學

• 商科專業通常是文理兼收，考生成績達
到某間大學的錄取分數線就會被取錄

*考生需於3月15日前先在網上報名



香港學生內地升大的各種途徑

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
澳臺灣省學生入學考試(港澳臺聯招)

• 最低錄取標準：300分總分750，即總分
40%），體藝院校最低分數線更是200分，
其實不難達到。



2012年部分內地大學分數線
北京大學 585(文)  638(理)
復旦大學 565(文)  599(理)
中山大學 500   第二志願高60分
武漢大學 430   第一志願優先
吉林大學 400   收第一、第二志願
哈爾濱工業大學 400  第一志願優先
廈門大學 480
中國政法大學 440 收第一、第二志願
深圳大學 340 (只收第一志願) 
首都醫科大學 419
中南大學 400 收第一、第二志願
天津財經大學 320
江西財經大學 300
南昌大學 300
華僑大學 300  收第一、第二志願
揚州大學 300  收第一、第二志願
西北政法大學 300



2012年部分內地大學分數線

部分體藝院校錄取標準
中央音樂學院 200 需加考專業試

廣州美術學院 235 需加考色彩、速寫及素描

廣州體育學院 200 需加考專業試

北京體育大學 230 無需參加專業考試

北京服裝學院 200 無需參加專業考試
北京電影學院 200 需加考專業試

雲南師範大學 200 無需參加專業考試

四川師範大學 200 無需參加專業考試

韶關學院 200 無需參加專業考試



香港學生內地升大的各種途徑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聯合招收港澳臺學

生考試(暨大、華大聯招)
• 2014年3月報名，5月10-11日考試

• 考試採取“3+X”模式，考生一般只須
考四科

• 3是指必考科目即中、英、數三科

• X是指學員據報考專業要求，在歷史、
地理、生物、化學及物理中選1到2科
加考。

• “3+X”模式受香港學生歡迎



香港學生內地升大的各種途徑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聯合招收港澳臺學
生考試(暨大、華大聯招)

• 每科總分150分

2012年錄取分數線（中英數及成績最好的
一科共四科總分）：

• 暨南大學 375分

• 華僑大學 335分



如何準備港澳台聯招及暨大華大聯招試

港生面對的困難

• 兩地考試科目差異

內地大學入學試著重基礎學科如歷史、
地理、物理和化學等，但香港大學入
學試則可選考不同科目。

• 兩地入學要求差異

香港重視語文特別是英語，而內地則
較著重數理，內地大學入學試的數學
科考試是港生的大難關。



香港新高中畢業生容易考上內地大學嗎?

容易

• 只需考到300分
(總分的40%)就
可上大學，體藝
類院校錄取分數
更低

不容易

• 考試科目與文憑試
不盡相同

•考試內容與文憑試
有所不同，例如數
學科，內地要求較
高。

•答題要求不同

因此報考港澳台聯
招試不能臨急抱佛
腳，要及早準備!!



如何準備港澳台聯招試及暨大華大聯招試

• 中六畢業生未獲大學入學資格者參
加一年制內地升大預備課程

• 中六在校生 參加短期備試課程，了
解考試內容，掌握答題技巧

• 毅進及基礎文憑畢業生 須參加一年
制內地升大預備課程

• 報考體藝類專業考生 須向目標院校
查詢專業試詳情，早作準備



2014年港生升讀內地大學

• 更多內地大學可免試錄取香港學生，但免
試錄取途徑暫時不可能是內地大學招收港
生的主要途徑。

• 三個考試特別是港澳台聯招試仍是報考內
地大學重要途徑

• 兩地中學學科差異大，港生要做好考試準
備工作。

• 選內擇內地升學港生不斷增加，競爭相應
增加，港生須了解更多內地院校訊息，掌
握選校選科要訣，才能獲得更佳升學機會



香島 內地升學輔導未來工作計劃

• 內地升學講座
2013年12月17日

• 內地大學聯招試評估日

2013年12月23日

• 港澳台聯招、暨大華大聯招報名輔導講座

2014年3月初

• 港澳台聯招、暨大華大聯招備試班

2014年4月底到5月中



香島專科學校
一年制內地大學預備班

• 向聯合招生辦公室註冊，學生完成課程後符合報
考港澳台聯招資格，可報考全國216所大學

• 可同時報考暨大、華大聯招試和中山大學單獨招
生考試

• 學校設專用自修室及提供參考書、試題集

• 協助學生了解各主要大學的錄取要求及最新分數
線，更邀請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暨南大學、華
僑大學等校招生辦到校向學生介紹各校情況及報
考需知，以提高學生升讀名牌大學的機會。



香島專科學校
一年制內地大學預備班
過去九年學生表現

• 超過八成學生獲內地大學錄取

• 連續兩年有學員考獲中山大學單獨招生考試最高分數及
獲該校臨床醫學專業錄取；2013年有17人獲中山大學錄
取

• 入讀院校包括：北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外
國語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央音樂學院、
中央戲劇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吉林大學、四川大學、同濟大學、
廈門大學、東南大學、北京中醫藥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暨南
大學、華僑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天津財經大學、西南政法大學、
廣東工業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理工大學、廣東藥學院、北
京服裝學院、廣州美術學院、汕頭大學、北京體育大學、淅江中
醫藥大學、揚州大學、UIC等九十多所內地頂級院校



查詢

•http://www.heungto.info

•2381 0426

‧九龍運動場道29號香島專科學校



香島內地升學資源網

•http://www.chinaeduguide.edu.hk

‧提供豐富內地升學訊息

‧關於內地升學的查詢及討論平台

‧可直接與內地升學港生交換升學
心得及了解各院校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