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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資訊 

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 
 

202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設有兩個階段考試，考生必須通過客觀題

考試（共兩卷），方可參加主觀題（共一卷）考試。 

 

有意在香港區報考之人士，請留意下列事項及瀏覽以下網頁資訊：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tc/ipe/nje/ 

⚫ 2021年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公告： 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

dgknrtzwj/202105/t20210531_424825.html 

⚫ 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公告》 

相關政策規定問答： 

http://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

nr/fdzdgknrjdhy/202105/t20210531_424826.html 

 

一‧客觀題考試及主觀題考試 - 報名資料及考試詳情 

 

 客觀題考試 主觀題考試 

考試日期 2021年 9月 11日或 12日 2021年 10月 17日 

考試時間 
試卷一： 

試卷二：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2:30 – 5:30 
上午 9:00 – 下午 1:00 

應考方式 電腦化考試 

電腦化考試或紙筆考試 

(紙筆考試供因身體、年齡等原因使
用電腦考試確有困難的考生申請) 

報名日期 
2021年 6月 10日凌晨 0時至 

24日下午 6時 
2021年 9月 23日至 27日 

報名條件 

必須符合《二‧報名學歷條件》

所列的學歷條件及擁有香港/台

灣/內地（大陸）居民所要求的

身份證明文件 

必須通過 2020年或 2021年客觀題

考試方符合報名資格 

報名方式 

報名人員應當在規定期限登錄司

法部網站(www.moj.gov.cn)，選

擇報名地點、證件類別，填寫有

效的身份證件號碼以進入網上報

名系統報名，並按照網上報名要

求、流程、步驟進行網上報名及

交納考試費。逾期不予補報。 

2020年及 2021年通過客觀題考試

的考生應當在客觀題考試成績公布

之日起 5日內，登錄司法部網站

(www.moj.gov.cn)確認參加主觀題

考試並按規定交納考試費。逾期未

確認並交費的，不予補報。 

 

考試費 港幣 3,209 元 港幣 1,264元 

繳費日期 
2021年 6月 28日 

下午 6時前 
2021年 9月 23日至 27日 

http://www.hkeaa.edu.hk/tc/ipe/nje/
http://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tzwj/202105/t20210531_424825.html
http://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tzwj/202105/t20210531_424825.html
http://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jdhy/202105/t20210531_424826.html
http://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jdhy/202105/t20210531_424826.html
http://www.moj.gov.cn/
http://www.moj.gov.cn/


  

 

 客觀題考試 主觀題考試 

繳費方法 

電子證件照片通過審核後，報名

人員將收到由考評局發出繳付考

試費用的電郵通知，報名人員只

須按下電郵上提供的連結，以信

用卡繳付考試費用，逾期繳費恕

不接受。考試費用一經繳交，將

不獲退還，亦不可轉作後期或其

他考試之用或轉讓他人。報名人

員繳交考試費用後，不得更改報

名地點。 

2020 年客觀題考試保留有效成

績，並確認在香港報名參加 2021

年主觀題考試的考生或 2021 年考

獲客觀題考試合格的考生，考評

局將對其發出繳付考試費用的電

郵通知，考生只須按下電郵上提

供的連結，以信用卡繳付考試費

用，逾期繳費恕不接受。考試費

用一經繳交，將不獲退還，亦不

可轉作後期或其他考試之用或轉

讓他人。 

注意事項 

➢ 網上報名時應具有符合報名條

件的有效身份證件、畢業證書

或學歷學位認證書和本人電子

照片等材料，並如實填報有關

信息。 

➢ 客觀題考試合格成績在本年度

和下一個考試年度內有效。 

考生必須完成繳付考試費用及登

錄司法部網站確認參加主觀題考

試的兩項程序，方完成報名手

續，只完成其中一項程序，其報

名將被視為無效，不予補繳或補

報。 

 

二‧報名學歷條件 

 

欲參加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者，須具備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學歷並獲

得學士及以上學位；或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並獲得法律碩士、

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或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並獲得相應學位

且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方可報名參加考試。 

 

如在《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實施辦法》實施前（即 2018年 4月 28日前），已取

得學籍（考籍）或已取得相應學歷的高等學校法學類專業本科及以上學歷畢業生，或高

等學校非法學類專業本科及以上學歷畢業生並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人士，可以報名參加

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 

 

內地普通高等學校、軍隊院校 2022年全日制應屆本科畢業生和以同等學歷報考的應屆碩

士畢業生網上報名時，應當簽署《應屆畢業生承諾書》。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單科成

績已全部合格人員網上報名時，應當簽署《單科成績已全部合格承諾書》。 

 

三‧客觀題考試 - 填報報名材料信息 

 

甲‧ 香港居民 

 

香港居民報名時須如實填報以下信息： 

 

i. 有效的身份證件信息  

 



  

1. 符合報名條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須填報：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

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相關信息。 

 

2. 符合報名條件的香港非永久性居民須填報：香港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

地通行證（回鄉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相關信息。 

 

3. 不能填報香港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相關信息的人

士，可在報名期限內，向考評局提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機關出具的未

放棄中國國籍的相關證明，或可提交根據香港法例第十一章《宣誓及聲明條例》

作出的證明其未申請放棄中國國籍的法定聲明。 

 

ii. 畢業證書或學歷學位認證書信息 

 

1. 持內地高等學校畢業證書的報名人員，可直接填報畢業證書相關信息。 

 

2. 持香港、澳門、台灣地區或國外高等學校學歷學位證書的報名人員*，須同時

填報由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具的學歷學位認證書出具時間、認證編號；正在

辦理學歷學位認證的，須填報認證材料受理時間。 

 

3. 已經完成學業但由於學制原因尚未取得畢業證書的報名人員*，可以憑所在學

校出具的畢業證明書向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申請學歷學位認證；取得學歷學位

認證書後，可以填報相關信息，並按要求做出相關承諾。 

 

*上述第 2及第 3項的報名人員必須提前辦理經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具的學歷

學位認證書。有關國(境)外學歷學位認證的具體辦理方法請查閱教育部留學服

務中心網站：www.cscse.edu.cn 

 

乙‧ 台灣居民 

 

台灣居民報名時須如實填報以下信息： 

 

i. 有效的身份證件信息  

 

須填報台灣居民身份證和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台胞證）或台灣居民居住證

相關信息。沒有辦理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的，應當填報台灣居民身份證和戶

籍謄本或者戶口名簿相關信息。 
 

ii. 畢業證書或學歷學位認證書信息 

 

1. 持內地高等學校畢業證書的報名人員，可直接填報畢業證書相關信息。 

 

2. 持香港、澳門、台灣地區或國外高等學校學歷學位證書的報名人員*，須同時

填報由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具的學歷學位認證書出具時間、認證編號；正在

辦理學歷學位認證的，須填報認證材料受理時間。 

 

3. 已經完成學業但由於學制原因尚未取得畢業證書的報名人員*，可以憑所在學

校出具的畢業證明書向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申請學歷學位認證；取得學歷學位

認證書後，可以填報相關信息，並按要求做出相關承諾。 

http://www.cscse.edu.cn/


  

 

*上述第 2及第 3項的報名人員必須提前辦理經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具的學歷

學位認證書。有關國(境)外學歷學位認證的具體辦理方法請查閱教育部留學服

務中心網站：www.cscse.edu.cn 

 

丙‧ 內地（大陸）居民 

 

內地（大陸）居民報名時須如實填報以下信息： 

 

i. 有效的身份證件信息  

 

須填報中國居民身份證和港澳通行證相關信息。 
 

 

ii. 畢業證書或學歷學位認證書信息 

 

1. 持內地高等學校畢業證書的報名人員，可直接填報畢業證書相關信息。 

 

2. 持香港、澳門、台灣地區或國外高等學校學歷學位證書的報名人員*，須同時

填報由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具的學歷學位認證書出具時間、認證編號；正在

辦理學歷學位認證的，須填報認證材料受理時間。 

 

3. 已經完成學業但由於學制原因尚未取得畢業證書的報名人員*，可以憑所在學

校出具的畢業證明書向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申請學歷學位認證；取得學歷學位

認證書後，可以填報相關信息，並按要求做出相關承諾。 

 

*上述第 2及第 3項的報名人員必須提前辦理經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具的學歷

學位認證書。有關國(境)外學歷學位認證的具體辦理方法請查閱教育部留學服

務中心網站：www.cscse.edu.cn 

 

四‧客觀題考試 - 電子證件照片 

 

報名人員應當提供符合規定格式*要求的本人近三個月內彩色（紅、藍、白底色均可）

正面免冠顯示雙耳頭像的清晰電子證件照片。此照片將作為本人准考證、考試成績通知

單、法律職業資格申請表、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唯一使用照片。 

 

*註：電子照片（單位：像素），圖像尺寸寬 354 - 480，高 472 - 640，寬高比為 3:4。髮

際距相片上邊緣 12.35，眼鏡距相片上邊緣最小值為 0.3倍高，最大值為 0.5倍高；兩眼

間距離最小值為 0.23倍寬，最大值為 0.33倍寬。 

 

五‧考試準備 

 

司法部制定並公布的《2021年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大綱》可作為考生備考依據，

大綱可於網上(www.lawpress.com.cn)訂購。司法行政機關不舉辦考前培訓班，也不委託

任何單位進行2021年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考前培訓輔導。 

 

 

http://www.cscse.edu.cn/
http://www.cscse.edu.cn/
http://www.lawpress.com.cn/


  

六‧查詢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國際及專業考試部  

電話：(852) 3628 8711 

傳真：(852) 3628 8790 

電郵：ie1@hkeaa.edu.hk   

網址：www.hkeaa.edu.hk/tc/ipe/nje/ 

 

本局的電話設有來電顯示功能，來電號碼將以 3973開頭以資識別。爲確保服務質素，本局 

與公眾人士的電話内容，可能會被錄音。 

 

–完– 
 

 

日期：2021年 6月 8日 

mailto:ie1@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tc/ipe/nj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