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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子女如何在內地就讀升學，是有意到內地發展的港人家庭十分關心的議題。對此內地多個地方

包括大灣區九市都出台了港澳居民隨遷子女入學或積分制入學細則，鼓勵港人子女入讀市內學校。

熱門城市如深圳市和廣州市政府亦在某些民辦學校設立港澳子弟班，為港澳籍學生在內地接受義務

教育提供多元選擇。 

 

近年，中國教育部及相關省級、市級政府部門推出了一系列便利港人子女在內地學習的措施。2019

年開始，符合條件的珠三角九市港澳居民可以憑其港澳居民居住證為子女申請入學。國務院印發了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研究賦予在九市工作生活並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隨遷子女

與內地居民同等接受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的權利。另外，在 2020 年實施的《粵港合作框架協

議》的重點工作同樣反映了當局重視在大灣區推進教育、人才和青年交流合作，當中與港人子女有

關的具體措施包括： 

 完善香港居民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入學、考試等政策，保障香港居民隨遷子女按規定享受居住

地基本教育公共服務； 

 支持廣東舉辦的港人子弟學校 (班) 與香港中小學締結姊妹學校； 

 支持香港副學位 (含副學士和高級文憑) 畢業生到廣東省高校升讀本科等。 

 

另外，國家教育部在 2020 年公佈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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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安排。參與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內地高等院校增加至

122 間，並接受 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報名。由此可見，當局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間在

中、小學甚至大學方面都致力推行便利港人子女於內地就學的措施。 

 

本專題報告就港人子女於內地升學議題進行多方面探討。為了方便讀者搜索所需資料，報告分成五

大部分如下： 

 

第一部分 – 內地公辦和民辦學校的比較、港人子弟學校及港人子弟班 

第二部分 – 港人子女在大灣區城市接受中小學及幼稚園和特殊教育的最新概覽、積分入學介紹 

第三部分 – 港人子女在大灣區參加中考及入讀高中的方法 

第四部分 – 大灣區九市有關港人子女入學的便民政策最新情況 

第五部分 – 香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和特殊教育的服務提供者在大灣區發展的概覽 

 

* * * * * 

  



第一部分 - 內地公辦和民辦學校的比較、港人子弟學校及港人子弟班 

 
內地教育體系簡介 

 
內地教育一般從幼稚園開始到大學結束，一共分為五個階段，包括：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

及高等教育階段。(有關內地教育五大階段的詳情，可參考顧問報告 - 內地九市教育概覽。) 雖然近

年來，內地提出了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的建議和提案，但是現時內地仍沿用九年義務教育制度，一

般包括小學六年和初中三年。完成初中及高中後，符合條件的高中畢業生可以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招

生全國統一考試 (簡稱“高考”)，投考心儀的大學 / 高等學校 (簡稱“高校”)。 

 

(一) 內地公辦和民辦學校的比較 

 
在內地，公辦學校主要是指由國家政府部門開辦的學校，學校資金來自政府財政撥款。民辦學校在

內地又名私立學校。民辦學校多由政府以外的社會組織或人士利用該社會組織或個人的經費開辦的

學校。 

以下為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分別。 

 公辦學校 民辦學校 

定義 由國家政府部門開辦的學

校 

由政府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個人開辦的

學校 

學校資金來源 政府財政撥款 利用該社會組織或個人的經費 

學費 9 年義務教育 收費較高 

班額人數 50 人以上 以小學為例，一般是 40多人 

知名學校一般是 30 人左右 

 

公辦及民辦學校同時招生及可供同時報名。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及高等教育階段皆有公辦和

民辦的學校讓學生選擇。 

 

(二) 港人子弟學校及港人子弟班 

 
在早前的顧問報告 - 內地九市教育概覽，提及了港人子弟學校及港澳子弟班。據統計，目前廣東省

已設有兩間港人子弟學校，且在熱門城市如廣州及深圳均有學校設有港澳子弟班。 

 

港人子弟學校 

 
大灣區第一間港人子弟學校 - 深圳市羅湖港人子弟學校創辦於 2001 年 7 月，是羅湖區委、區政府

落實深圳市政協提案，解決在深圳置業港人的子女讀書問題而創辦的深圳市第一間民辦港人子弟學

校。於高峰時期該學校港人子女學生比例高達 70%。在課程設置方面，該學校採用「兩文三語」教

學，並選取兩地優勢教材，學生可以參加香港升中派位，亦可以選擇在內地升學。另外一間現存的

港人子弟學校稱為深圳東方香港人子弟學校，同樣屬於民辦學校。 

 

有關這兩間民辦港人子弟學校的詳情可參閱附錄。 

  



港人子弟班 

 
有關大灣區內設有港人子弟班的民辦學校詳情可參閱附錄。以下為其中一間民辦學校就港人子女入

學的示範，供讀者參考。 

 

(i) 設有港人子弟班的民辦學校入學途徑 

 

港人子女入學途徑 

 擁有港澳台戶籍的學生如果於學校舉辦的考試、面試、體檢表現合格則可以入讀。 

 

符合以下的條件的港人子女可以報名成為小一新生或初一新生。 

 

成為小一新生申請條件 

 年滿六歲(8 月 31 日及此日前出生) ，及在指定的居住地居住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o 享受市政府相關優惠政策人員子女； 

o 父母雙方或一方具有深圳戶籍的非深戶籍兒童； 

o 父母雙方或一方持有具有使用功能的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且在深圳居住滿一年、

連續參加社會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滿 1 年的非深戶籍兒童。 

 

成為初一 (即中一) 新生申請條件 

 在指定的居住地居住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o 目前就讀小學六年級，具有深圳戶籍的兒童、少年或享受深圳市政府相關優惠政策人員

子女； 

o 在深圳就讀小學六年級，父母雙方或一方具有深圳戶籍或持有具有使用功能的深圳經濟

特區居住證，且在深圳居住滿一年、連續參加社會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滿 1 年的

非深戶籍兒童、少年。 

 

申請所需資料 

港人可按照其子女身份所屬的類別去遞交所需的文件。 

非深圳戶籍兒童 港澳台籍兒童 享受相關政策優惠人員的子

女 

(1)身份證明文件：申請就學兒

童的身份證、戶口簿，必要時

需提供親子關係證明。 

(1)身份證明文件：申請就學兒

童的身份證、港澳台居民來往

內地通行證； 

屬於享受政府特殊優惠政策

人員的適齡子女，在申請學

位時除應按左述要求提供資

料外，還應出具優惠政策規

定的有關文件。 

(2)父母在深圳居住的身份證明

文件：父母一方為深圳戶籍的

提供身份證、戶口簿；父母均

為非深圳戶籍的提供深圳市居

住證。 

(2)父母在深圳居住的身份證明

文件：父母一方為深圳戶籍的

提供身份證、戶口簿；父母均

為非深圳戶籍的提供深圳市居

住證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3)住址住房證明文件(參照深

圳戶籍兒童申請入學的住房住

址證明文件)； 

(3)住址住房證明文件：(參照深

圳戶籍兒童申請入學的住房住

址證明文件)； 

 



(4)監護人在深就業證明文件：

父母均為非深圳戶籍的，需提

供具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

功能的有效深圳市勞動保障

卡；父母一方為深圳戶籍，免

提供在深就業證明文件。 

(4)監護人在深就業證明文件：

(參照非深圳戶籍兒童申請入學

監護人在深就業證明文件)； 

 

 (5)親子關係證明文件：港澳籍

兒童申請學位，需提供由深圳

市公證部門出具的父母雙方與

子女間的親屬關係公證書。 

 

 

插班生報名途徑及流程 

 插班生報名途徑： 

1. 網上報名； 

2. 到學校服務大廳報名； 

3. 電話報名。 

 插班生報名流程： 

1. 填寫報名表 

2. 考前一日領取准考證(帶身份證明文件) 

3. 携帶帶身份證件及准考證參加考試、面試 

4. 接受體檢 

5. 擇優錄取、註冊繳費 

 

民辦學校中小學部的收費標準參考 

 

 小學生 初中生 普通高中生 國際課程實驗班 

學費 (每學期)* 25,000 人民幣 30,000 人民幣 28,000 人民幣 64,000 人民幣 

住宿生住宿費 3,600 人民幣 3,600 人民幣 3,600 人民幣 3,600 人民幣 

午托生的床位費  

(每學期)* 

550 人民幣 550 人民幣 550 人民幣 550 人民幣 

 

*每學年共兩個學期 

 

(ii) 設有港人子弟班的公辦學校入學途徑 

 

除了剛才提及的民辦學校，在中國教育部及市政府的支持下，廣州市其中一個公辦中學同樣開辦了

初、高中港澳子弟班。該學校於 2021 年的招生計劃詳情如下。 

 

2021 招生對象參考 

 

在廣州市內創業或工作的港澳籍人士的港澳籍適齡子女，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1. 申請人為該學童的父或母，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證》； 

2. 申請人在廣州市內有合法穩定的住所，申請人或其配偶在廣州市內有合法穩定的工作； 

3. 學生為當年應届小學畢業生，並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證》。 

 



請注意如僅有學生本人為港澳籍，其父母均不屬於港澳籍的，不屬於“港澳子弟生”的招生範圍。 

 

報名文件參考 

 

1. 申請人及其子女的《港澳居民居住證》； 

2. 申請人及其配偶的身份證明文件(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

證)； 

3. 子女出生證或其他親子關係證明文件； 

4. 申請人的婚姻狀况證明文件； 

5. 申請人在廣州市內合法穩定的住所證明； 

6. 申請人在廣州市有合法穩定的工作證明； 

7. 其他證明文件(可參考入學申請評分表)。 

 

報名和錄取程序 

 具體程序 

填寫表格 符合條件且有報名意向者，由申請人填寫《報名登記表》和《積分入學申請評

分表》(自行下載電子表格，填寫有關信息)。 

提交證明文

件 

由申請人携帶所有證明文件的原件和複印件，連同打印好的《報名登記表》和

《積分入學申請評分表》，在規定時間內報名。 

現場報名 學校對所有報名文件進行現場初步審核。 

初步符合報名條件者會收到《報名回執》。 

文件再次審

核 

學校對申請人提交的報名文件和證明文件進行再次審核。 

註冊安排 申請人及其子女憑錄取通知書及學生有關文件，到學校辦理註冊手續。 

 

(三) 熱門城市港人子弟學校或港人子弟班的情況 

 
在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建設港人子弟學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教育部對此十分重視，積

極出台相關政策，2008 年批准廣東省先行先試開設港澳子弟學校，2009 年允許廣東省深圳市對在

當地設立港澳子弟學校自行進行審批。2018 年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

「在廣東建設港澳子弟學校或設立港澳兒童班並提供寄宿服務」，並列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的重

要任務。 

 

除了本文提及位於深圳市的兩間港人子弟學校，某些辦學團體亦打算於 2021 年於廣州市開辦港人

或港澳子弟學校。以其中一間將於 2021 年 9 月正式營運的港澳子弟學校為例，該學校是首間由本

港辦學團體，北上籌辦的一條龍港人子弟學校，涵蓋初小至高中，開辦內地及本港課程。港人子女

均可報讀該校小學、初中及高中課程。小學部及初中部以普通話及英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所有香

港課程小學生可直升中學部而初中學生則可以直升高中部 (不參加呈分試及政府統一派位)。高中部

實施多軌制，將同時提供香港中學文憑試課程及 SAT、TOEFL 等國際課程。現附上該學校擬定的

課程規劃作參考。 

  



該學校為港人子女訂立的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 
– 

港人子女 

大學 
內地 127 間高校 香港各大學 香港、英、澳、美、

加等大學 

美國頂尖大學 

 
   SAT及 TOEFL 

 

公開考試 香港中學文憑試 IFY 全球統一考試 GCE A-Level 考試 
     

高中 

<多元選擇> 

香港中學文憑試課程 

** 以英語作為主要學習及應試語言 
IFY 國際預科課程 (中六) GCE A-Level IGCSE 課程 

 原校直升  原校直升 原校直升 

初中 

<香港課程> 

** 以英語作為主要學習及應試語言 

以英語學習的科目：英國語文、話劇、數學、科學、歷史、地理、電腦與資訊科技、視覺藝術、音樂 

以中文 (普通話) 學習的科目：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生活與社會、體育 

   原校直升(不參加香港呈分些試及派位) 

小學 

<香港課程> 

以英語學習的科目：英國語文、英語表演藝術、數學、視覺藝術、STEM、德語、音樂 

以中文 (普通話) 學習的科目：中國語文及文化、個人、生活與社會、體育 

 

除了這些基本硬件條件外，學校還為小學高年級段、初中、高中段學生提供全寄宿宿舍，並為小學

低年級學生寄宿提供家長陪伴住宿服務，以解決跨城就讀的學生和家長陪讀的住宿需要。隨著愈來

愈多港人到粵港澳大灣區生活，未來港人子弟學校和港人子弟班的發展將愈來愈成熟。 

 

 

***本報告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委聘的顧問公司擬備，並根據適用於本 報告發 

布日的相關法律法規的通常解釋和應用而準備的。本局未有就報告內容的準確性作出核實，亦不會

就報告內容所引致的任何損失負上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由於法律法規不時變化，而該等變化可能

具有追溯效力且可能適用於本報告，因此，無法保證該等變化不會對本報告產生不利的影響。 本局

及顧問公司不會就本報告日期之後發生的法律應用或解 的最新發展對報告內容作出任何更新。 *** 

  



附錄 

港人子弟學校及開設港籍學生班的學校列表 

下表所列學校的資料主要來自香港教育局的公開網頁、學校官方網站及相關報導，僅供讀者參考。

請注意香港教育局會定期更新網頁內容。有關港人子弟學校及港籍學生班最新的詳細資料請參考香

港教育局官方網頁。 

 
學校名稱 聯絡地址 / 電話號碼 特色 

1. 廣州暨南大學港澳

子弟學校 

廣州天河區龍眼洞森林公園 

(尚未正式營運) 

 提供 12 年制小一至中六香港

及國際課程 

 與香港福建中學為聯系學校 

2. 香港培僑書院深圳

龍華信義學校 

深圳龍華區 

(尚未正式營運) 

 提供 12 年制小一至中六香港

及國際課程 

 在內地試場應考香港中學文憑

試 

3. 深圳市羅湖港人子

弟學校 

深圳市羅湖區怡景路 2012 號 

0755-25427638 
 成立內地首個港籍家庭聯誼會

(家教會) 

 國有民辦學校 

 升中雙軌制 

4. 深圳東方香港人子

弟學校 

深圳市寶安教育城學府路(寶安

機場北) 

0755-27516669 

 12 年制 

 提供升中派位 

 DSE 課程 

5. 北大附中深圳南山

分校 

深圳市南山區月亮灣大道 3002

號 

0755-26499700 

 北大、科大、深圳市政府三地

合作 

 寄宿制 

 國有民辦學校 

 12 年制 

6. 深圳清華實驗學校 深圳市寶安區前進路中華商貿

城桃源居 

0755-27451820 

 

7. 深圳市耀華實驗學

校 

深圳市福田區景田南五街 99 號 

0755-83925790 

 國有民辦學校 

 深圳市一級學校 

 12 年制 

 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學校 

8. 深圳市福田區麗中

小學 

深圳市福田區福強路 1042 號 

0755-83834610 

 民辦私立學校 

 課程採用深港兩地教材 

 英語教學，重視口語訓練 

9. 深圳市福田區南開

學校 

深圳市福田區梅林路梅林二村 

0755-83186820 
 國有民辦學校 

 教材以朗文、牛津教材為主 

 英語教學 

10. 深圳市褔田區方方

樂趣中英文學校 

深圳市福田區新洲南路金地海

景花園內 

0755-23810830 

 民辦私立學校 

 12 年制 

 英普雙語教學 

11. 深圳市明德外語實

驗學校 

深圳市寶安區沙井福和路 

0755-29620121 
 12 年制 

 深圳西部一級學校 



 英語教學 

12. 深圳市美中學校 深圳市寶安區環觀南路 1 號 

0755-23332030 
 民辦學校 

 12 年寄宿制 - 設國際部 

13. 深圳市展華實驗學

校 

深圳市龍華新區油松路 170 號 

0755-28066112 

 民辦學校 

 廣東省一級學校 

 備有國際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