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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此指引主要对象为以 2023 年度中国国家统一高考考生身份申请入学的同

学。以其他学历申请入学的同学（包括参加港澳台侨联考考生），请参考：

https://join.hkust.edu.hk/oas/notes.pdf 

 

甲. 填写申请表操作手册 

i、  开启并进入网上申请系统页面 

ii、  帐户登记 

iii、  填写申请表 

  填写申请志愿 

  填写学历 

  填写高考成绩 

  上载文件 

  覆查申请表 

iv、  递交申请 

v、  缴付申请费 

vi、  覆查记录 

 

乙. 申请成功递交后 

i、  查阅资料及信息 

ii、  上载补充文件 

iii、  填报高考号及高考成绩 

 

丙. 常见问题 

i、 忘记密码 

ii、 浏览器及弹出式视窗问题  

https://join.hkust.edu.hk/oas/not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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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填写申请表操作手册 

同学请在填写申请表前参考以下指引。 

i. 第一步: 开启并进入网上申请系统页面 

 

a. 登入 https://join.hkust.edu.hk/zh-hans 

 

b. 点击「入学申请」 

 

c. 进入网上申请系统登入页面 

 

d. 同学亦可直接登入 https://join.hkust.edu.hk/zh-hans/apply， 进入网上申请系统

登入页面 

 

ii. 第二步: 帐户登记 

 

a. 进入网上申请系统登入页面后，点击应届国家统一高考之“帐户登记” 

 

 

 
  

https://join.hkust.edu.hk/zh-hans
https://join.hkust.edu.hk/zh-hans/apply


Updated in Sep 2022 by URAO  Page 3 

b. 帐户登记 

 

 
  

 

如您的名字是陈大文，请在 

-“姓氏之汉语拼音”填 CHEN 

-“名字之汉语拼音”填 Da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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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必须仔细阅读所有信息，勾选適用选项， 方能 建立帐户。 

 

iii. 第三步: 填写申请表 

a. 成功建立入学申请帐户后，点击「填写新申请表」 

 
 

 

 

 

如参加 2023 年度中国国家统一高考的考

生，包括复读生，请选择“本科课程入学

申请”  

 

请注意：不包括参加港澳台侨联考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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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点击「填写新申请表」后，将回到网上申请系统登入页面。请以您的帐户名稱

及自选密码登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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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填写申请表 

 

进入申请表格后，请按指示填妥申请资料以及上载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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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志愿 

 

 

 

 

 

 

 

 

  

每位申请人只可以提交一份申请表，以及

只可选报一个申请志愿；个别选项备有调

剂志愿。阁下应在递交申请前，仔细阅读

学院目录及介绍。 

 

递交申请后而尚未参与本校面试之前，如

申请人需要更改申请志愿，可以于六月中

旬就已经提交的申请志愿及调剂志愿（如

适用）作出更改。有关详情，大学会於 6

月 13 日通知相关申请人，敬请留意。 

 

请注意：更改申请志愿并不适用于已获邀

请参加提前面试的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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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 

 

 

• 高考成绩 

  

申请人必须根据个人的就读情

況，清楚选项及上载相关文件。 

申请人必須清楚列明所有应考之高考科

目。 

阁下如未获发高考号，亦可递交申请。

请紧记于 6 月 12 日前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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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上载补充文件 

 

 

 上载文件，请点选“上载 / 预计上载日期”栏左方的 。 

 并从电脑中选取需要上载的文件，然后请点击「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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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载补充文件中」的视窗将弹出 

 

 

 如同学已經成功上载补充文件，档案将显示於「上载补充文件」页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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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必须提供「高中毕业证书」，如现时未能提供此文件，请在“上载 / 预计上

载日期”栏填上或点选右方的 ，并输入预计上载日期。在取得相关文件后，请点

击 把文件上载至系统。 

 

 

 

e. 覆查申请表 

 

请仔细覆查申请表，确定所有填写资料无误后，才递交表格。 

 

个人陈述、自荐信或推荐信均为补充档，本校并不要求申请人提交补充档。申请

人可选择是否上载补充档，补充档并不是必须提交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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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第四步: 递交申请 

 

a. 在仔细覆查申请表，确定所有填写资料无误后，可递交表格。 

                 

 

  

  

 

 

b. 请留意: 阁下必须先缴付申请费，才可正式完成递交申请程序。 

 

 

 

 

 

 

  

阁下填妥表格后，必须到“申请人声明”

部分确定递交申请。未能在截止申请日期

前成功递交之申请，将不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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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第五步: 缴付申请费 

 

 
 

请选择付款方式，然后请点击「继续」，便会转至“付款” 版面。 

 

 只要按照系统的指示输入所需资料，并于交易平台完成缴费后返回香港科技大学

网上申请系统，便可实时提交申请； 

 银联卡用户务必于交易完成后点击「Return Merchant」/「返回商户」连结以返回

香港科技大学网上申请系统； 

 所有已缴费用，一概不予退还或转至其它申请。递交申请后，如申请人需要更改

申请志愿，可以于六月中旬就已经提交的申请志愿及调剂志愿（如适用）作出更

阁下必须先缴付申请费，方可递交申请。 

 

本校网上申请系统接受银联卡，或支持国际交易的

VISA 或 MasterCard。请确保您的信用卡有效，并

已登记网上付款功能。如在缴付费用过程中出现问

题，请尝试使用另一张信用卡。本校对选用的发卡

银行并没有要求，而对持卡人身份亦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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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有关详情，大学会於 6月 13日通知相关申请人，敬请留意。更改申请志愿

并不适用于已获邀请参加提前面试的申请人。 

vi. 第六步: 覆查记录 

 

 

  

成功递交申请后，帐户状况应显示：  

 您已于 dd-mm-yyyy 成功递交申请 

 申请费港币 450.00 元已从您的信用卡扣帐 

 

阁下会即时收到确认电邮，请登入系统覆查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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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申请成功递交后 

i. 查阅资料及信息 

同学可随时查阅 閣下的「申请状况」、更改「密码／电邮地址」、修改／更新部份

联络资料；以及透过「电邮」查阅本校发放的信息。 

 

 
 

ii. 上载补充文件 

如同学希望提交补充文件，不用电邮给本校，烦请自行登入网上申请系统：

https://join.hkust.edu.hk/zh-hans/apply，点击 阁下的申请编号「523XXXXXXXX」，直接

上载便可以。 

 

具体上载文件方法，请参阅「上载文件指南」。 

 

iii. 填报高考号及高考成绩 

申请人可登入网上申请系统（https://join.hkust.edu.hk/zh-hans/apply），点击申请编号

「523XXXXXXXX」（请不要选择填写新申请表），接着于左方点击「高考成绩」，便

可 按 指 示 填 妥 高 考 考 生 号 或 准 考 证 号 （ 格 式 请 参 考 ：

https://join.hkust.edu.hk/oas/jeenbr.pdf）及于 6 月下旬输入高考成绩。 

  

https://join.hkust.edu.hk/zh-hans/apply
https://join.hkust.edu.hk/oas/uploadguide.pdf
https://join.hkust.edu.hk/zh-hans/apply
https://join.hkust.edu.hk/oas/jeenb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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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常见问题 

i. 「忘记密码？」 

 

为确保申请人之个人资料不会泄露，烦请同学自行通过网上申请系统「忘记密码？」

功能，要求系统重设密码的同时，查询帐户名称。 

 
查询帐户名称的功能于「忘记密码？」网页最下方，请于相关句子（「如要查询帐户名

称，请勾选此项」）前打勾，以选择相关功能。 

 

请参考以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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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会以电邮方式向申请人发出新密码及正确的帐户名称。请确定所申报的电邮运

作正常。如未能在收件箱內找到重发密码的邮件，请尝试检查电邮信箱中的杂件箱或

垃圾箱。 

ii. 浏览器及弹出式视窗问题 

 

a. 同学请下载“火狐 Firefox”或“Chrome”浏览器，并将此设定为「科大入学申

请」之浏览器。 

b. 开启浏览器，浏览器为“火狐 Firefox”或“Chrome”，由於上载页面为弹出式视

窗，同学请允许所有弹出式视窗，以便继续操作。 

 

c. 如何设定允许「弹出式视窗」，同学可参考以下连结:  

Firefox 火狐 : 

https://support.mozilla.org/zh-CN/kb/阻止弹出窗口 

 

 

http://www.firefox.com.cn/ 

 

https://www.google.cn/chrome/ 

https://support.mozilla.org/zh-CN/kb/阻止弹出窗口
http://www.firefox.com.cn/
https://www.google.cn/chrome/
http://www.firefox.com.cn/
http://www.google.cn/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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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 hkust.edu.hk 添加至网站列

表中 https://hkus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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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nswer/95472?co=GENIE.Platform%3DDe

sktop&hl=zh-Hant 

变更预设的弹出式窗口与重新导向设定 

1. 在电脑上开启 Chrome。 

2. 依序按一下右上方的「更多」图示  > [设定]。 

3. 依序按一下「隐私权和安全性」下一步「网站设定」。 

4. 按一下 [弹出式视窗与重新导向]。 

5. 选择要设为预设设定的选项。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nswer/95472?co=GENIE.Platform%3DDesktop&hl=zh-Hant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nswer/95472?co=GENIE.Platform%3DDesktop&hl=zh-H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