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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2020-21 生涯規劃組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文憑試學生計劃 

報名系統—聯招辦網站 eea.gd.gov.cn  
 

(一) 簡介： 

國家教育部於 2012/13 學年開始推行「文憑試收生計劃」 （前稱「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

港學生計劃」），為香港高 中畢業生提供更多元的升學途徑及連繫國家發展的機遇。參與 「文

憑試收生計劃」的內地高等院校可根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此舉豁免

了香港學生參加內地聯招考 試或由個別內地高等院校舉行的額外考試，讓他們可集中應付 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 

 

(二) 報名資格：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港澳居民居

住證》，並參加 2021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均可報名。考生所持證件須在有效期之內。 

 

考生須認真閱讀所報內地招生高校的招生章程，了解所報高校專業對考生身體健康情況的要

求。 

 

(三) 取錄原則： 

招生高校根據考生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社會實踐等情況，

按照向社會公布的招生章程進行錄取。對成績達到要求、身體條件能夠完成所報專業學習、生

活能夠自理的殘疾考生，招生高校不能因其殘疾而不予錄取。 

（1） 最低錄取標準： 

 除「校長推薦計劃」以內的考生和報考藝術體育類專業的考生外，最低錄取標準為「3、

3、2、2」，即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達到第 3 級或以上，

數學科、通識教育科達到第 2 級或以上。「校長推薦計劃」以內的考生最低錄取標準

可為四門核心課程的總分數達 10 分或以上，且每門課程不得低於第 2 級；名額每所

中學 8 名。報考藝術體育類專業的考生最低錄取標準為「2、2、 1、1」。 

（2） 招生高校可附加要求： 

 除四門核心科目外，招生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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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如指定一至兩門選修科目成績需達到哪個級別以上）。 

（3） 學習經歷參考： 

 除核心科目和選修科目的要求外，招生高校可參考考生其他學習經歷，即香港教育局

和學校認可、考生本人提供的「學生學習概覽」。招生高校可在本原則指導下，結合

該校實際情況制訂具體錄取規則。 

（4） 專業錄取： 

 招生高校應按照擇優錄取的原則在考生填報的志願中進行錄取。未經考生書面同意，

招生高校不能把考生錄取在其沒有填報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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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志願錄取流程： 

錄取順序 院校志願 專業志願 

01 

第一  院校志願 

第一  專業志願 

02 第二  專業志願 

03 第三  專業志願 

04 第四  專業志願 

05 

第二  院校志願 

第一  專業志願 

06 第二  專業志願 

07 第三  專業志願 

08 第四  專業志願 

09 

第三  院校志願 

第一  專業志願 

10 第二  專業志願 

11 第三  專業志願 

12 第四  專業志願 

13 

第四  院校志願 

第一  專業志願 

14 第二  專業志願 

15 第三  專業志願 

16 第四  專業志願 

 

(五) 重要參考資料： 

1.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文憑試學生計劃」升學指南：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

/scheme_2021/booklet_2021.pdf 

2.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文憑試學生計劃」參與院校名單：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

/scheme_2021/list.pdf 

3. 聯招辦網站： 

 eea.gd.gov.cn 

4. 教育局網站： 

 www.edb.gov.hk/admissionscheme21 

5. 最新消息：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Scheme_2021/Latest_Info

rmation.html 

6. 查詢：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上環蘇杭街 69 號 25 樓 01 至 03 室（港鐵上環站 A2 出口）  

電話：2542 4811           

WhatsApp：5967 8570  

電郵：admissionscheme@hkceec.hk          網址：www.umainland.hk 

 

mailto:admissionscheme@hkcee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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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要日程： 

日期 程序 網址 / 地址 / 方法 

個別高校的術科考試或會早於網上預先報名及現場確認報名階段進行，考生須自行留意該校

網站及招生簡章，或直接與高校聯繫，以了解具體安排。 

2021 年 03 月 01 日至 20 日 

(晚上 11 時 59 分前) 

考生可登入報名系統作網上報

名 

eea.gd.gov.cn 

>報名報考>香港文憑試招生 

2021 年 03 月 31 日前 登錄系統查看報名審核結果 eea.gd.gov.cn 

2021 年 04 月 12 日前 未通過審核的考生，須按照系

統提示更正有關信息，再次提

交審核 

eea.gd.gov.cn 

2021 年 04 月 16 日前 未通過首次審核的考生，可登

入系統查詢新的審核結果 

eea.gd.gov.cn 

2021 年 04 月 23 日前 通過審核的考生，須根據報名

系統公告的指示繳交報名費 

根據報名系統公告的指示 

2021 年 04 月 30 日前 於系統公布報名確認結果 eea.gd.gov.cn 

2021 年 03 月 01 日至 05 月

31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 

考生可登入報名系統，自行選

擇上載「學生學習概覽」 

eea.gd.gov.cn 

錄取工作開始前 高校按需要進行面試或術科考

試 (並非所有高校設有面試，

具體時間和地點由高校自訂。 

考生須自行留意該校網站及招

生簡章，或直接與高校聯繫) 

高校自訂 

2021 年 07 月 21 日(暫定)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公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直接向聯招

辦提供考生成績 

不適用 

2021 年 07 月下旬 公佈取錄結果 

 考生可登入網上「錄取系

統」，查看錄取結果 

 獲錄取的考生稍後將由高

校通知錄取結果 

eea.gd.gov.cn 

未獲錄取的考生可登入網上錄

取系統，申請參與補錄 (剩餘

名額遴選) 

eea.gd.gov.cn 

公佈補錄(剩餘名額遴選)結果 

 考生可登入網上錄取系

統，查看補錄結果 

 獲錄取的同學稍後將由高

校通知補錄結果 

eea.gd.gov.cn 

2021 年 09 月 01 日前 錄取及入學通知 按通知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