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升學講座

日期﹕7月5日

時間﹕下午2時

地點﹕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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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畢業生的升學選擇及途徑新高中畢業生的升學選擇及途徑新高中畢業生的升學選擇及途徑新高中畢業生的升學選擇及途徑



香港中學文憑考生升學出路
2

2

學士學位課程‘3322’

政府資助課程(全日制) 15170

自資課程(全日制) 8500

23670

副學位課程‘2222’

政府資助課程(全日制) 11100

自資課程(全日制) 19100

30200

毅進文憑課程/基礎文憑

課程/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毅進文憑課程 5000

基礎文憑課程/中專教育

文憑課程

5500

10500

內地升學

海外升學
就業

職業課程

職業訓練局培訓發展中心 700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製衣業

訓練局
160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
6200

其他(例如﹕明愛、青年會等)

新高中畢業生新高中畢業生新高中畢業生新高中畢業生

日校考生日校考生日校考生日校考生﹕﹕﹕﹕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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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助/貸款計劃

•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資助學位及
副學位課程

資助學費上限$42100及學習支出

貸款生活費$48370(需繳付利息1%)

•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全日制自資專上課程

資助學費上限$78610及學習開支$5430

貸款生活費$48370 (需繳付利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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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院校八大院校八大院校八大院校

提供的資提供的資提供的資提供的資

助課程助課程助課程助課程

自資學位自資學位自資學位自資學位

或副學位或副學位或副學位或副學位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e導航

� 搜尋超過4800個來自JUPAS、
iPASS 、毅進文憑及資歷名冊(QR)
的課程

� 可輸入預計或真實的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成績以便搜尋合適的課程

� 提供官方網頁連結，直達相關網站

� 儲存已搜尋的課程以作日後參考

� 可透過電郵將課程資料與同學或師
長分享

� 定期更新課程資訊

� 提供院校於2016年聯招課程的收生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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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avigator.edb.hkedcity.net

版本:網頁版/手機網頁版/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E-APP

� 可在E-APP選擇所有載列於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的經本地評審
非聯招全日制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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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SS

�沒有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的課程

�不能以該學歷在本地繼續升學。

查詢

�電話﹕3104 2560

�電郵﹕eapp_post_sec@edb.gov.hk

�網址﹕www.eap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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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VTC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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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VTC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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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VTC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注意事項﹕

�準備參加統一收生計劃2017的中六同學，成績需符合欲
報讀課程之入學要求，並需帶備﹕

�身份證

� HKDSE成績單/中六下學期成績單及副本

�港幣$300報名費(尚未繳交報名費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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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VTC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查詢﹕

• 放榜熱線﹕28361888

• 招生處熱線﹕28976111

• 招生處地址﹕香港灣仔愛群道6號地下032室

• 入學網頁﹕www.vtc.edu.hk/admission



毅進文憑課程

�入學要求﹕完成中六課程

�修畢600小時

� 420小時-主修科目

� 180小時-選修科目

�全日制-可於一年內完成整個課程

�兼讀制-可於兩年內完成整個課程

�修畢後的資歷﹕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科(包括中

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第2級成績

�學費﹕$35630 - 3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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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職業課程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建造業監工/技術員課程

�養和醫院-護理學高級文憑(登記護士-普通科)

�香港浸信會醫院-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登記護士)課程

�仁安醫院 -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登記護士)

�聖德肋撤醫院護士學校

�醫院管理局

-護理學高級文憑

-普通科護理高級文憑(登記護士)

�菲臘牙科醫院

-牙科手術助理員證書課程

-牙科工藝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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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升學(http://lxlz.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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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升學(http://lxlz.jnu.edu.cn/)
16



台灣升學
� 臺灣各大學2017學年第二階段自行招生之大學名單

�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selfschool_lst.aspx?
r=0.0158367691795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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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2017.04.17-07.13) 高苑科技大學 (2017.03.18-07.31)

東海大學 (2017.6.12-7.13) 華梵大學 (2017.01.01-07.31）

樹德科技大學 (2017.03.01-07.14) 中原大學 (2017.06.05-08.1)

環球科技大學 (2016.11.15-2017.07.15) 景文科技大學 (2017.06.01-08.02)

佛光大學 (2017.03.01-07.20) 大葉大學 (2017.05.15-08.7)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2017.05.23-07.20) 中國文化大學 (2017.06.01-2017.08.10)

玄奘大學 (2017.04.06-07.25) 東南科技大學 (2016.10.31-2017.08.10)

弘光科技大學 (2017.5.15-7.25) 聖約翰科技大學 (2017.06.01-08.1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2017.02.01.-07.28) 朝陽科技大學 (2017.07.12-08.15)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2017.03.24-07.31) 輔英科技大學 (2017.4.11-08.15)

南開科技大學 (2016.10.01-2017.07.31) 明道大學 (2016.10.31-2017.08.18)

龍華科技大學 (2016.11.04-2017.07.31)



海外升學海外升學海外升學海外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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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領事館各國領事館各國領事館各國領事館/

文化協會文化協會文化協會文化協會

英/美/澳/加

/紐/其他

高中/大學

預備班

大學/

理工學院

GCSE/TOEFL/IELTS

學位學位學位學位////副學士學位副學士學位副學士學位副學士學位////

文憑文憑文憑文憑////高級文憑高級文憑高級文憑高級文憑////

專業資格專業資格專業資格專業資格



報考IELTS考試

考試內容

考試分學術及通用模式：

� 學術模式－適用於計劃進入大學、大學準畢業生及投考政
府、商業機構及專業團體的人士；

� 通用模式－適用於計劃到英語國家就讀非學位課程、移民
或工作的人士。

� IELTS 考試為時2小時45分鐘，共分四部份：
-聆聽（30分鐘）
-閱讀（60分鐘）（學術或通用模式）
-寫作（60分鐘）（學術或通用模式）
-會話（11至14分鐘）
每部份及整體成績皆分為9個成績等級，以整分／半分顯示。

考試成績有效期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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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TOEFL考試

考試內容

在港進行的托福試以網上考試（ InternetInternetInternetInternet----Based Test, Based Test, Based Test, Based Test, iBTiBTiBTiBT）形式進行。

iBTiBTiBTiBT考試為時約4444小時30303030分，共分四部分：

----閱讀：佔30303030分（60606060至100100100100分鐘）

----聆聽：佔30303030分（60606060至90909090分鐘）

----會話：佔30303030分（20202020分鐘）

----寫作：佔30303030分（50505050分鐘）

總分共120120120120分。

考試成績有效期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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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重讀重讀重讀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其他中學其他中學其他中學其他中學

�夜校夜校夜校夜校

�私校私校私校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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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收取重讀生的要求本校收取重讀生的要求本校收取重讀生的要求本校收取重讀生的要求

�332233

�有修讀第三科選修科的同學優先

�操行良好

�獲老師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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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用網站有用網站有用網站有用網站

• 學友社

http://www.student.hk

• 教育局2017DSE放榜資訊專頁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index.php

• 職業訓練局

http://www.vtc.edu.hk

•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http://www.csp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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