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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

你有勇氣創造
屬於自己的人生嗎？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社工 ō 何雩晴

文憑試的完結，也代表著新的旅程即將開始。這兩年間相信大家也面對了不少挑戰。不論是經歷一年多的
網上授課，或是於疫情下應考文憑試，一步一腳印地走來，一定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辛苦你們了！無論是繼
續升學，或是要尋找職業方向，也是時候好好作計劃。你是否已作好準備？

創造「理想」的人生？

做好當下的每個決定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要努力讀書，才能考上名牌大學、找到
一份有「錢」途的工作、尋覓到理想伴侶、買車、買樓，彷彿要
完成每項任務，才能稱得上是人生勝利組。但是，每個人都有
獨特的個性和願景，難道只有一種人生值得我們追求嗎？

在面臨生涯抉擇時，難免會猶豫不決，甚或會害怕作了一
個讓自己後悔的決定，但誰說作出了選擇後，就無法再作轉變
呢？就如剛才提及到的同學，雖說他現在有著明確目標，但有
誰能斷定他的目標並不會在經歷探索後有所轉變呢？其實我們
都該把生涯抉擇看為「當下最適合的決定」，也就是說，我們
為滿足每個階段的需要，選擇一個最適合的領域，以及最想要
的生活方式。當我們到達人生另一階段時，會再有機會作出決
定，最重要是抱持務實及輕鬆的心態去面對及處理。發覺問題
並不如巨人般龐大時，我們就會有勇氣去面對和戰勝它！

在一次工作坊中，一位同學分享自己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專
業髮型師，並期望有一天能為客人設計出適合的髮型，讓他們
帶著愉快的心情離開。當同學在講述擔任髮型師助理學徒的
經歷時，聽到有其他人在竊竊私語，議論著當髮型師沒有前
途。然而，這卻無損同學繼續分享的興致。在工作坊完結後，
這位同學告訴我：其實他身邊有很多議論的聲音，但是若不嘗
試過、體會過，他並不甘心。看著他手舞足蹈地分享著髮型屋
的所見所聞時，我也不自覺被他那堅定又充滿熱情的眼神所觸
動。請謹記別人的想法，終究是別人的。面對選擇時，自己的
想法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是你想要的，這決定才有意義。而
你，又準備好成為自己的人生設計師，創造一個屬於你的人生
嗎？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步伐
其實不論你已經有明確目標，或是仍在尋覓屬於自己的方
向，我們都想告訴你：請放膽相信自己！你有能力創造自己的
人生，這並沒有標準答案，盡情去探索、去發掘屬於你的可能
性吧！一個沒有特定終點的旅程，現在正式開始！

探索更多可能性
在旅程中，你或許都希望探索不同景點。若只是走馬看
花，就未必有深入的體會。如果覺得調配咖啡很有趣，就可
以找小店的咖啡師談談工作的苦與樂，又或者到咖啡店裡做兼
職親身體驗；若覺得拍攝影片、做 YouTuber 的生活很多姿多
彩，就先為自己開一個頻道，再嘗試拿起你的手機，拍攝及剪
接你感興趣的題材吧！在過程中，細嚐箇中的滋味，體驗一下
這是否與你的想像吻合，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透過不斷探索
和反思，了解自己想要及不想要的是甚麼，再逐步調節自己的
目標。當你足夠了解自己，就可以為自己塑造一個最理想的人
生。每個人都充滿著無限可能，只等著你去開發和探索！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學友社於 2019-22 繼續獲民政事務局、青年發展委員會資助，為 15 間合作學校推行「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為中學生、家長、教師，舉辦不同形式的生涯規劃活動，例如個別諮詢、小組、工作坊、日營、職場實地考察及其他大
型活動，希望引發學生及早進行生涯規劃的動機，並裝備自己。

學友社
學友社 DSE 資訊站

studenthk_info
學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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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主辦：

鳴謝：

民政事務局

再戰文憑試的三大考慮
文憑試已舉行至第十屆，相信同學對各種出路
已有基本認識。雖然現時有各種學士、副學位及文
憑等不同程度的課程，供高中畢業生按能力及興趣
報讀，但仍有不少同學考慮重讀中六，給自己多一
次機會，也給自己多一次希望。然而，重讀抑或是
考慮其他出路，宜認真注意以下三大點，作出最合
適的選擇。
1

總結文憑試經驗

如果同學正考慮是否重讀中六，應要檢視一下自己的文
憑試經驗。同學必須認真思考幾個重要問題：文憑試成績未
如理想，是準備不足、表現失準？還是已全力以赴，仍然未
能考到理想成績？對今屆文憑試考生來說，更容易因受疫情
影響，長時間經歷停課及線上學習，而感到學習進度受影
響。若重考一次，是否有把握扭轉局勢，抑或只是孤注一
擲？
同學重整旗鼓，再戰文憑試，未嘗不可；但若展望未來
一年，進步空間不大，又或者沒有把握能以更好的成績入讀
聯招院校的心儀課程，不妨考慮其他專上課程。
同學如選擇重考，僅有約半年時間準備，故此需有一定
水準，才能有較大機會於來年文憑試取得理想成績。按本社
收回的中學資料，當中有約 160 所中學表示考慮接收外校中
六重讀生，普遍要求申請者文憑試成績須達約四至五科 2 級。

2

勿視重讀為「水泡」

經歷過三年高中課程的洗禮，從選修科的學習，到其他
學習經驗的體會，相信同學已更深入了解自己的興趣。若然
同學視重讀為「水泡」，倒不如想想自己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興
趣及潛能，透過選擇其他更適合自己的升學途徑，好好發揮
及發展自己的優點。
對大部分同學來說，升讀大學是最理想的目標。不過文
憑試成績並非入讀大學的唯一途徑，成績稍遜的同學，仍可
報讀副學位、毅進文憑或其他證書課程，其資歷有不同程度
的銜接。同學要按自己的能力、目標等，考慮最合適的升學
途徑。
面對不同的升學出路，同學作出決定前，不妨詢問家
人、親友及老師的意見，如果仍未有想法，可致電升學輔導
機構查詢，助你規劃升學路。

3

中六重讀收生總覽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資深督導 ɑ 陳倩雯

選擇合適的重讀方式

一般而言，同學可選擇以自修或於中學重讀的形式來重考
文憑試。選擇自修重讀，好處是可按自己對學科不同知識範疇
的掌握，編定自己的溫習時間表。不過，這種形式欠缺老師指
導，也少了並肩作戰的同伴，同學的自律性和持久力便十分重
要。另外，同學要謹記於 9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辦理文憑試的報
考手續，並留意申請聯招的重要日程，以免錯過。
如同學已入讀專上課程，仍可選擇自修未如理想的文憑試
科目，好處是已擁有一個大專課程的學位，即使重考成績未如
理想，亦可繼續升學路。不過，同學一方面要適應大專生活，
一方面要認真準備重考文憑試，可有充足的心理準備及能力應
付？會否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將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故建
議一邊讀專上課程，一邊自修文憑試的同學，不宜重考太多科
數，以免力有不逮。
若同學選擇原校或其他中學重讀，最大優勢自然是補足自
修的缺點，可有較規律的重新學習機會。當然，前提是同學應
抱著積極「增值」的心態，而非視學校為「避難所」。不過，由
於大部分日間的時間都花在學校裡，餘下的溫習時間相對較
少，同學須清楚了解自己對各科不同知識範疇的掌握程度，調
節自己的溫習進度。其次，同學報校時，要注意各校開辦的選
修科目是否配合自身所選科目，亦要留意各科的上課時間是否
能同時兼修，以及不同科目的校本評核安排。
如同學選擇報讀私立中學或補習社課程，則需了解該校是
否已於教育局註冊，以及師資條件、校舍設備等。

如果同學已決定重考，無論選擇何種重考方式，都應立即開始為重考作好準
備，因為距離重考文憑試的日子，其實只有半年多的時間。同學應重整旗鼓，好好
把握再戰的機會！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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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六重讀收生總覽

自修生報名事宜

資料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提供

報考資格

報名日期及方法

凡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者，均可以自修生身份
參加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
：

a.

曾應考文憑試，或同等程度考試；或

自修生須透過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網上服務（www.hkdse.hkeaa.edu.
hk ）辦理報名手續，自修生的報名日期為 2021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上
旬，詳情容後公布。

b.

以 2022 年 1 月 1 日計算，已足 19 歲；或

9 月份報名科目：

c.

非修讀文憑試課程，但於 2021/22 年度已修畢或
正在修讀等同中六之課程。



甲類科目 ─ 24 科高中科目



乙類科目 ─ 41 科應用學習科目（只供學校考生及獲特別批准的
自修生報考）

具備其他資格或情況特殊之人士如擬報考，必須
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之前向考評局秘書長書面申請，考
評局將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

2022 年文憑試考試費用（暫定）
每名考生$514

自修生報名費
科目考試費

語言科目

每科$670

其他科目

每科$448

6 月份報名科目：


丙類科目 ─ 其他語言科目：2021 年 11 月考試（法語、德語、西班
牙語、日語、印地語及烏爾都語）於 6 月 15 日至 7 月 8
日期間接受報名。

有關報名詳情，請瀏覽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exam_reg_fee/exam_registration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2 樓

3628 8860
dse@hkeaa.edu.hk
www.hkeaa.edu.hk

考試報名

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
政府透過「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資助成年學員修讀由認可辦學機構於指定中心提供的夜間中學
課程。合資格的學生可獲發還 30%、50% 或 100% 已繳付的學費；亦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符合下列資格，可申請發還學費：


年滿 17 歲及修讀由教育局委託於指定中心開辦並有質素保證的夜間中學課程



每學期獨立計算：
1. 出席率最少達 80%；或
2. 出席率最少達 60%，並於學期總體成績及格；或
3. 出席率最少達 60%，並能提供指定的證明文件，包括醫生證明書或由僱主發出有關學員須超時工作的證明書，以豁免餘
下 20% 出席率的規定

在下列情況下，學員將不獲發還學費：


在過往的「毅進計劃」或現時的「毅進文憑」課程下
獲得資助



重讀該計劃下課程的同一級別

教育局

3509 7404
www.edb.gov.hk/faeaec
學生資助處

2802 2345（學費發還及全額∕半額學費發還資格評估）
2150 6223（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www.wfsfaa.gov.hk/s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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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收取外校中六重讀生學校總覽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本表資料只供參考，一切學校資料，概以學校收生時公布為準；如有任何疑問，應直接致電或親赴該校查實。



學校若有最新收生資料，歡迎傳真至本社媒體出版部（2381 8927），以更新資料。

閱表說明
項

目

學校類型

符號∕縮寫說明

官：官立中學

津：津貼中學

按：按額津貼中學

私：私立中學

學生性別
直：直資中學

Co：男女

B：男

港島區

九龍區

日校中六重讀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港島區（1）北角
1-01

北角協同中學
北角雲景道20號

1-02

閩僑中學
北角雲景道81號

類型 男女

筲箕灣

2570 0331

www.clsnp.edu.hk

2578 4523

www.mkc.edu.hk

蘇浙公學
1-03 北角寶馬山道20號

2570 2261

www.kcc.edu.hk

培僑中學
1-04 北角天后廟道190號

2566 2317

www.pkms.edu.hk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1-05 柴灣翠灣街翠灣邨

2560 5678

1-06

www.lfh.edu.hk

漢華中學
柴灣小西灣富欣道3號

2817 1746

（2）灣仔

www.honwah.edu.hk

跑馬地

孔聖堂中學
2-01 銅鑼灣加路連山道77號

2576 3415

Co

津

Co

（3）中區

3-01

www.cccklc.edu.hk

半山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西營盤醫院道28號

2858 7002

直

（4）薄扶林

培英中學
4-01 薄扶林華富邨華富道55號

2550 3632

明愛莊月明中學
4-02 薄扶林華富邨華富道53號

2551 0200

港大同學會書院
4-03 黃竹坑南風道9號

2870 8815

香港仔

直

www.ccym.edu.hk
www.hkugac.edu.hk

2553 5324

www.cpss.edu.hk

2780 2291

www.lss.edu.hk

（6）旺角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旺角洗衣街150號

2396 4187

油麻地

Co

直

Co

www.ccpass.edu.hk

2394 4081

Co

www.ksyss.edu.hk

2390 5010

www.sfc-plk.edu.hk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6-04 大角咀海帆道22號
25761871
sekss100@edb.gov.hk

（7）深水埗

長沙灣

九龍工業學校
深水埗長沙灣道332至334號

2386 0737

Co

2386 4734

津

津

Co

Co

Co

津

Co

官

Co

官

Co

www.chc.edu.hk

直

Co

津

Co

直

Co

津

Co

直

Co

直

Co

直

Co

天主教南華中學

2741 1174

Co

直

中聖書院

7-03 深水埗永明街5號

津

Co

美孚

www.kts.edu.hk

7-02 深水埗懷惠道18號
直

津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7-01
直

Co

大角咀

6-03 大角咀柳樹街12號

津

津

九龍三育中學

Co

南區

www.puiying.edu.hk

類型 男女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油麻地窩打老道52號

6-02 大角咀詩歌舞街14號

www.nwcss.edu.hk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7-04 長沙灣深旺道33號

2396 6675

www.smcesps.edu.hk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7-05 長沙灣海麗街1號
2577 5347
www.smcc.edu.hk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7-06 美孚新邨吉利徑1至3號
2741 5239
www.deliagp.edu.hk

（8）又一村

直

Co

陳樹渠紀念中學
8-01 又一村達之路10號

津

Co

8-02 又一村桃源街33號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4-04 黃竹坑深灣道1號

Co

西營盤

www.lstlkkc.edu.hk

5-01

6-01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2577 5778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九龍區（5）尖沙咀

銅鑼灣

www.chss.edu.hk

2-02 銅鑼灣大坑徑17號

日校中六重讀

柴灣
津

G：女

中六重讀收生總覽



2380 0241

大坑東

石硤尾

www.cskms.edu.hk

香島中學（正校）

2779 0182

www.heungto.edu.hk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5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中六重讀收生總覽

（8）又一村

類型 男女

大坑東

惠僑英文中學
8-03 石硤尾偉智街17號

2777 6289

直

Co

拔萃男書院
9-01 旺角亞皆老街131號

2711 5191

2714 4115

2711 5202

www.stteresa.edu.hk

2760 0463

www.tkp.edu.hk

（10）紅磡

直

www.hcs.edu.hk

直

2711 2206

www.nams.edu.hk

津

2711 5291

（11）橫頭磡

www.ndc.edu.hk

黃大仙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11-01 新蒲崗樂善道161號

新蒲崗

津

2383 4815

www.lkyms.edu.hk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11-03 彩虹邨紫葳路1號

2320 3594

www.choihung.edu.hk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11-04 彩虹邨藍鐘路11號

2320 0011

www.skhsbs.edu.hk

觀塘

2796 8323

津

Co

津

Co

津

秀茂坪

津

www.np2c.edu.hk

滙基書院（東九龍）
觀塘利安里2號

2343 6677

www.uccke.edu.hk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12-12 觀塘利安里6號
2372 0033
www.stcc.edu.hk

Co

津

Co

津

Co

直

Co

直

Co

新界區

www.ychlccsc.edu.hk
www.npc.edu.hk

www.mukuang.edu.hk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二中）
12-05 觀塘協和街223號
2389 6299
www.deliahw2.edu.hk
福建中學
12-06 觀塘振華道83號
2578 1745
www.fms.edu.hk

2503 3399

類型 男女

葵芳

青衣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津

津

Co

津

Co

13-03 葵涌華景山路4號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B

津

Co

津

Co

津

Co

2743 9488

B

www.ldcwkmss.edu.hk

葵涌循道中學

13-02 葵涌華瑤路麗瑤邨
津

2745 0010

Co

www.kcmc.edu.hk

迦密愛禮信中學

2744 5117

津

Co

13-04

津

Co

13-05

津

Co

13-06

直

Co

13-07

直

Co

13-08

直

Co

13-09

慕光英文書院

2341 2932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新界區（13）葵涌

Co

順利

www.hkwmacsl.edu.hk

12-04 觀塘功樂道55號

Co

13-01 葵涌荔景山道荔景邨

寧波公學

學友社學生專線

2346 7465

編號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2345 5633

Co

Co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12-01 九龍灣啟樂街11號

12-03 觀塘功樂道7號

津

寧波第二中學

G

津

李求恩紀念中學

2682 1315

Co

www.ccss.edu.hk

彩虹

www.lstwcm.edu.hk

11-02 新蒲崗太子道596號

12-02 九龍灣啟禮道10號

Co

日校中六重讀

2382 0002

（12）九龍灣

2727 4315

12-11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10-03 土瓜灣馬頭圍盛德街51號

津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12-10 觀塘順天邨順安道9號

新亞中學

10-02 土瓜灣農圃道6號

www.holmglad.edu.hk

12-09 秀茂坪曉育徑4號

聖公會聖匠中學

2364 2730

www.klss.edu.hk

2727 4311

B

土瓜灣

10-01 紅磡大環道10號

順利（續）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www.scientia.edu.hk

德蘭中學
9-03 何文田常盛街21號

類型 男女

秀茂坪

12-08 觀塘曉明街26號

www.dbs.edu.hk

創知中學
9-02 何文田公主道14號

觀塘

高雷中學
12-07 觀塘和康徑9號

2389 0213

（9）何文田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9-04 何文田忠孝街101號

6

（12）九龍灣

石硤尾（續）
www.wkc.edu.hk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www.calfss.edu.hk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葵涌和宜合道42號
2427 1641
www.yy1.edu.hk
裘錦秋中學（葵涌）
葵涌安捷街1至11號
2428 5858
www.jccsskc.edu.hk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葵涌葵合街30號
2425 8223
www.sdbnsm.edu.hk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葵涌葵葉街2至4號
2427 9121
www.lwlc.edu.hk
棉紡會中學
葵涌葵盛圍350號
2422 0028
www.csa.edu.hk
獅子會中學
葵芳興盛路90號
2614 7938
www.lionscollege.edu.hk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葵芳

2495 0226

13-11

www.twghscgms.edu.hk

明愛聖若瑟中學
青衣青衣邨楓樹窩路10號

2433 1282

school@csjss.edu.hk

2423 8806

14-03

14-04

14-05

Co

www.liping.edu.hk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荃灣石圍角邨
2414 5151
www.lstc.edu.hk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荃灣石圍角邨
2498 3331
www.plkylsc.edu.hk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荃灣荃景圍145至165號
2493 7258
www.ychlpyss.edu.hk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荃灣安賢街7號
2490 8773
www.tiaccwhf.edu.hk

津

Co

津

津

津

Co

Co

Co

2452 4688

www.csbs.edu.hk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15-02 屯門愛明里8號

2441 7100

www.hongai.edu.hk

青松侯寶垣中學
15-03 屯門恆富街21號

2457 7154

www.cchpwss.edu.hk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15-04 屯門湖景邨

2464 5220

www.shd.edu.hk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15-05 屯門湖景邨湖暉街7號

2467 6672

www.blcwc.edu.hk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15-06 屯門湖翠路273號

2441 3818

www.kachi.edu.hk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15-07 屯門第31區楊青路

2467 3736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15-08 屯門山景邨

2461 8818

www.ych2ss.edu.hk
www.ypicallmc.edu.hk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15-09 屯門旺賢街8號

2466 6802

www.yotcwsf.edu.hk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15-10 屯門大興邨屋邨中學第1號

2437 7000

15-11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屯門松齡徑1號

2469 9010

www.bsc.edu.hk

津

2463 2660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16-04 天水圍天榮路5號

津

Co

16-05

津

Co

津

Co

直

Co

直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16）元朗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16-01 元朗洪水橋洪順路11號

天水圍
www.hodao.edu.hk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Co

16-02 天水圍聚星路3號

Co

16-03 天水圍天湖路5號

2447 1258

www.twghkywc.edu.hk

裘錦秋中學（元朗）

津

2445 0228

www.jccssyl.edu.hk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津

津

2447 2322

Co

Co

16-06
津

Co

16-07
津

Co

16-08
津

Co

16-09
津

Co

16-10
津

Co

16-11
津

Co

16-12
津

Co

16-13

www.tjcec.edu.hk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天水圍天瑞邨第一期
2445 8899
www.clctmc.edu.hk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天水圍天恆邨
3157 0632
info@stfa-yyc.edu.hk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天水圍天葵路12號
2146 1128
www.hlc.edu.hk
萬鈞伯裘書院
天水圍天華路51號
2448 2960
www.mkpc.edu.hk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天水圍天華路57號
2617 5000
www.qts.edu.hk
元朗天主教中學
元朗青山公路201號水邊圍邨
2443 1363
www.ylcss.edu.hk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元朗西裕街66號
2475 5432
www.cys.edu.hk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元朗舊墟康業街28號
2473 0777
www.cpcydss.edu.hk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元朗坳頭友善街3號
2443 9899
www.cyma.edu.hk

津

Co

津

Co

17-01 沙田大圍隆亨邨2A區

津

Co

17-02 沙田大圍隆亨邨

（17）沙田

馬鞍山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www.twghsksk.edu.hk

新會商會中學

15-12 屯門良景邨

津

www.skhsslmc.edu.hk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15-14 屯門新墟新和里10號
2452 2422
www.tllf.edu.hk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15-15 屯門青山公路28號
2459 6354
www.hftc.edu.hk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15-16 屯門兆康苑兆康路1號
2465 2205
www.ytt.edu.hk

2479 9885

（15）屯門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15-01 屯門兆麟街20號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15-13 屯門新墟鄉事會路85號

2459 8236

（14）荃灣

聖公會李炳中學
14-01 荃灣和宜合道450號
14-02

津

類型 男女

（15）屯門（續）

青衣（續）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13-10 青衣清心街7號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www.swcs.edu.hk

2605 6632

www.lstyoungkhl.edu.hk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604 4118

中六重讀收生總覽

新界區（13）葵涌

類型 男女

www.pohck.edu.hk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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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中六重讀收生總覽

（17）沙田

類型 男女

（18）大埔

馬鞍山（續）

2692 1870

www.nyss.edu.hk

津

Co

18-09 粉嶺蝴蝶山路8號

津

Co

18-10 粉嶺華明路38號

2605 2876

www.bwwtc.edu.hk

直

Co

18-11

津

Co

18-12 上水馬會道17號

津

Co

18-13 上水金錢村

直

Co

培僑書院

17-05 沙田大圍新村路1號

2602 3166

www.puikiu.edu.hk

2647 3737

www.bkkss.edu.hk

2648 7871

www.tsac.edu.hk

林大輝中學

17-08 沙田銀城街25號

2786 1990

17-13

www.ltfc.edu.hk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沙田石門安睦里6號
2637 2270
www.hkbuas.edu.hk
馬鞍山崇真中學
馬鞍山恆信街5號
2640 4938
www.mosttss.edu.hk
曾璧山中學
馬鞍山恆光街12號
2640 4933
www.tpsss.edu.hk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馬鞍山馬鞍山路208號
2641 6238
www.twghwflc.edu.hk
明愛馬鞍山中學
馬鞍山錦英路2號
2641 9733
www.cmos.edu.hk

（18）大埔

粉嶺

直

津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19-04 將軍澳運隆路3號

津

Co

19-05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津

Co

直

Co

津

Co

直

Co

津

Co

津

Co

www.ks.edu.hk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上水鳳南路6號

2673 6106

www.plkmkmc.edu.hk
www.fklmstss.edu.hk

2670 0366

www.fk1ss.edu.hk

津

津

津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18-04 大埔富善邨

津

Co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18-05 大埔棟樑里1號

津

Co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18-06 大埔富亨邨

津

Co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18-07 大埔運頭塘邨

津

Co

津

Co

2664 0833
2666 5926

www.btkchc.edu.hk
www.ctshkpcc.edu.hk

2958 9694
2666 6821

www.lsc.edu.hk
www.hkrsstpss.edu.hk
www.hktalhk.edu.hk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18-08 粉嶺馬會道270號

www.flss.edu.hk

2503 3399

2706 0743

www.lycmc.edu.hk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2702 9033

www.lcp.edu.hk

張沛松紀念中學

2704 7002

Co

Co

www.llcmhlau.edu.hk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18-03 大埔翠怡街4號

www.cccss.edu.hk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Co

津

2653 1234

2719 8598

Co

Co

將軍澳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19-06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18-02 大埔雍宜路3號

www.delasalle.edu.hk

（19）西貢

19-03 將軍澳毓雅里10號

津

www.sunfc.edu.hk

2670 0443

Co

Co

學友社學生專線

Co

Co

津

2656 7123

8

直

2679 4545

19-02 將軍澳毓雅里8號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2670 0541

Co

19-01 西貢竹角路8號

上水

18-01 大埔大埔公路大埔滘段4643號

2643 2734

津

2669 3906

新界喇沙中學

台山商會中學

17-07 沙田圓洲角路10號

17-12

上水（續）

鳳溪第一中學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17-06 沙田沙角邨

17-11

粉嶺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佛教黃允畋中學

17-04 沙田美林邨

17-10

類型 男女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五育中學

17-03 沙田大圍新翠邨

17-09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www.cpc.edu.hk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將軍澳運隆路2號
2706 7477
www.mcdhmc.edu.hk
天主教鳴遠中學
將軍澳厚德邨
2702 7102
www.mingyuen.edu.hk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將軍澳學林里9號
2191 0291
www.cyt.edu.hk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將軍澳唐明街2號尚德邨
2178 3223
www.hktayy3.edu.hk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將軍澳唐俊街8號
2706 0477
www.ychwwsss.edu.hk
播道書院
將軍澳至善街7號
2366 1802
www.evangel.edu.hk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將軍澳唐賢里2號
2246 3221
www.pohtyh.edu.hk
將軍澳香島中學
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4號
2623 3039
www.tko.heungto.net
萬鈞匯知中學
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2號
2706 6969
www.mkqc.edu.hk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將軍澳調景嶺翠嶺路38號
2246 3383
www.bckss.edu.hk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類型 男女

2981 0188

津

www.ccvc.edu.hk

Co

私

Co

私

Co

私

Co

私

Co

私

Co

私

Co

私

Co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夜校
將軍澳運隆路2號

私

Co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筲箕灣官立中學）
筲箕灣柴灣道42號2樓1-5室及3樓7-11室

私

Co

聖迦利亞夜書院
NK-04 大角咀埃華街88至102號大全樓地下及1樓

2520 2101

明愛華德中書院

2988 8821

男女

（NK）夜校 - 九龍（續）

www.waiyan.edu.hk

20-02 東涌松逸街4號

類型

津

Co

www.stgloria.edu.hk

路德會官塘夜校

NK-05 觀塘牛頭角道馬蹄徑2號

2191 7777

www.lutheran.edu.hk

（NN）夜校 - 新界
NN-01

私校

中六重讀

校名、地址
電話、網址

編號

男女

私

Co

NN-03

私

Co

2415 7025 / 2415 7666
www.evening-college.edu.hk

（K）私校 - 九龍
2626 9090

www.timescollege.edu.hk

遵理學校（旺角）

K-02 油麻地彌敦道565至567號銀座廣場1至7樓

2374 4099

www.beacon.com.hk

精英專業學校

K-03 旺角通菜街211至215號1樓全層

2111 5151

www.eci.edu.hk

聖迦利亞書院
K-04 大角咀埃華街88至102號大全樓地下及1樓

2520 2101

www.stgloria.edu.hk

私

私

Co

www.beacon.com.hk

私

路德會呂祥光夜中學
屯門安定邨

2450 2808 / 2415 7666
www.evening-college.edu.hk
路德會西門英才夜校
元朗公園北路1號

2415 7666 / 5223 2389
www.evening-college.edu.hk

路德會沙田夜校
沙田安景街5號
NN-05

2686 1617 / 2415 7666
www.evening-college.edu.hk

NN-06

遵理學校
元朗青山道41號誠信大廈地下至4樓

2476 6808

NN-04

Co

（N）私校 - 新界
N-01

2192 8118
aec.hkct.edu.hk

路德會聖十架夜中學
荃灣路德圍31號
NN-02

類型

當代書院（深水埗）
K-01 深水埗長沙灣道202至204號瑞星商業大廈7樓B室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荃灣官立中學）
荃灣海壩街70號

Co
NN-07

2246 3240 / 2415 7666
www.evening-college.edu.hk
2192 8118
aec.hkct.edu.hk

中六重讀收生總覽

（20）離島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20-01 長洲大興堤路25號

校名、地址
網址、電話

編號

夜校

中六重讀

校名、地址
網址、電話

編號

類型

男女

私

Co

私

Co

私

Co

私

Co

（NH）夜校 - 港島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何東中學）
NH-01 銅鑼灣東院道5號

2192 8118

aec.hkct.edu.hk

（NK）夜校 - 九龍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伊利沙伯中學）

NK-01 旺角洗衣街152號

2192 8118

aec.hkct.edu.hk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九龍工業學校）
NK-02 長沙灣道332至334號
2192 8118
aec.hkct.edu.hk
精英專業學校夜校
NK-03 旺角通菜街211至215號1樓全層
2111 5151
www.eci.edu.hk

想了解更詳盡的收取外
校中六重讀生學校資訊，可
以一掃此 QR code。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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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簡介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

毅進文憑課程院校資料

課程內容及資歷
毅進文憑課程共 600 學時，一般而言，全日制課程可於一年內完成，兼讀制課程則一
般可於兩年內完成。
五個必修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人際傳意技巧

+

一個選修群組
（三個選修科目中包含
延伸數學選修科目）

=

+

一個選修群組
（三個選修科目）

=

相當於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五科第2級資歷
（包括中英數）
相當於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五科第2級資歷
（包括中英）

課程資歷程度經香港學術及資歷評審局評定，亦獲資歷架構認可為資歷架構第三級。

課程學費
2021/22 年度毅進文憑全期學費為 $37,940 或 $40,440。所有修讀毅進文憑課程的合
資格學員，凡成功修畢一個科目（即出席率達 80% 及整體評核及格），均可獲政府發還有
關科目三成學費。惟有關科目須為取得毅進文憑所須修讀的科目。如學員符合上述學費發
還條件，並通過學生資助處的入息審查而取得全額或半額資助幅度資格，便可就成功修畢
的科目獲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學費發還查詢電話：2802 2345）
政府亦提供「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上網費津貼
計劃」及「學習開支定額津貼」供有需要的學生申請，有關詳情請瀏覽學生資助處網站
（www.wfsfaa.gov.hk/sfo）。

報名方法
全日制課程


第一階段：毅進文憑課程網上申請系統（www.yj.edu.hk）
於 2020 年 12 月 3 日至 2021 年 7 月 19 日下午 4 時正前透過毅進文憑課程網上申請系統
完成報名程序。取錄名額會以電腦抽籤方式決定，並非先到先得。報名費為 $200。



第二階段：個別院校自行招生
由 2021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 時起，個別院校將自行收生，有興趣報讀人士可直接向有
關院校申請。

毅進文憑課程
yijin@edb.gov.hk / enquiry@yj.edu.hk
www.yijin.edu.hk
www.yj.edu.hk（網上申請系統）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2616 8274
yijin@LN.edu.hk
life.LN.edu.hk/dyj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毅進文憑全面體

為了讓中六離校生或年滿 21 歲人士取得就業和進修所需的正式學歷，教育局自 2012/13 學年起推出「毅進
文憑」課程，協助學員掌握各種基礎技能和常識，建立穩固的基礎；同時希望透過課程加強學員的學習動機，
培養自學能力，讓他們可獨立地繼續進修。現時共有七所院校開辦毅進文憑課程。

3411 4391
yijin@hkbu.edu.hk
hkbusce.hk/yijin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2265 6987 / 2926 1222
dyj@hkct.edu.hk
www.hkctdyj.edu.hk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2120 4470
dyj@hkit.edu.hk
www.yijinhkit.edu.hk
明愛社區書院
3568 8688
dge@cice.edu.hk
www.cice.edu.hk/yj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3120 9988
lipace@ouhk.edu.hk
www.ouhk.edu.hk/lipace/yj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3127 7392
sbi@vtc.edu.hk
www.vtc.edu.hk/sbi

兼讀制課程
兼讀制課程由個別院校自行收生，學生可直接向有關院校提交申請。詳情請留意各院
校的公布。

資訊日

7月3日

升學及就業出路

上午 11 時至下午 6 時

成功修畢毅進文憑的學員：


課程資訊日

經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為相當於文憑試五科第 2 級（包括中英文）程度；
而成功修畢延伸數學選修科目的畢業生，其所持的毅進文憑相當於文憑試五科第 2 級
（包括中英數）的程度。



獲資歷架構認可為資歷架構下第三級別課程。



獲自資高等教育聯盟成員院校接納為符合副學位課程的入學資格。



獲政府接納為符合超過 30 個以文憑試五科第 2 級（包括中英文）成績為入職學歷的公
務員職位的學歷要求。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3 樓
W301 室
（港鐵九龍塘站 E 出口）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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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全面體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LIFE - Lingnan Institute
of Further Education ）具有完備的升學階梯，同學
修畢毅進文憑後，可銜接學院的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
程，再升讀學士學位課程，讓同學在工作和求學上躍
升更高更廣的平台。

2021/22 年度毅進文憑選修群組
課程範疇

LIFE 以提倡優質教育為使命，致力提倡優越及創新的教育
與學習模式；院校師資優良，以心教學，重視師生關係，發掘
同學潛能；課程理論與實用兼備，同學升學或就業均可。







升學全面銜接 *︰毅進文憑畢業後可全面銜接升讀 LIFE 副學
士或高級文憑課程。課程範疇廣闊，包括人文學科、商
科、社會學科、旅遊款待及康體活動；
嶺大校園上課：大部分同學可於嶺南大學校園內上課，享
受大學生活。另設太子及柯士甸教育中心，鄰近港鐵站；
校園優美、設施齊備：同學可使用嶺南大學校園設施，包
括餐廳、禮堂、各類運動設施如健身室、籃球場、足球
場、泳池等。更設有齊備學習設施，例如學習資源中心、
語言自學中心、幼兒教學示範課室等；
多元化學生活動：海外服務學習團、球類及歌唱比賽、開
放水域潛水員課程、領袖訓練、攀登訓練、拯救銅章、急
救證書課程、WAR GAME、化妝班等等，令同學有多采多
姿的一年。

* 須符合畢業要求

上課地點


屯門嶺南大學



太子教育中心



柯士甸教育中心






保安及紀律部隊

課程特色



選修群組

+

紀律部隊訓練
警務及懲教備考
消防及救護備考
入境及海關備考

+
+
+

商業及管理

 公務員文職
 市場學及工商管理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會計學

社會科學

 活用心理學

人文科學及語言

 翻譯初階
 日語及日本文化
 韓語及韓國潮流文化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運動及體適能培訓
 幼兒教育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
創意媒體

 多媒體廣告設計
 創意媒體製作

酒店服務
酒店營運及宴會服務
航空服務業
西式廚藝

+

+

新課程

報名方法
第一階段：即日起至 7 月 19 日下午 4 時前，透過「毅進文憑課程
網上申請系統」
（www.yj.edu.hk）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200。
第二階段：由 7 月 20 日上午 9 時起，親赴嶺南大學劉仲謙樓
UG01 室，直接向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報名，或留意學院網站
公布的報名方法 *。

學費

即場招生日

全日制：全年 $40,440（分 2 期繳交）

7 月 20 至 24 日 *

學費資助 / 獎學金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設學費發還、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學生車船津貼
計劃、上網費津貼計劃及學習開支定額津貼等，獲選畢業生可
獲頒「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補助金。

屯門嶺南大學劉仲謙樓

7 月 21 至 22 日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地址：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 將視乎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情況或其他未能預料的因素而作出調整，詳情請留意
學院網站的最新消息及公布。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屯門嶺南大學劉仲謙樓 UG01 室

2616 8274
6226 8082
yijin@LN.edu.hk
life.LN.edu.hk/dyj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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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院校網頁

選修群組
市場營銷學

 市場學原理

銀行及金融

 銀行服務與運作
 延伸數學

 財務策劃與投資

 活動策劃及運作
 創意廣告與新媒體

 公關與傳媒關係

 旅遊業導論
 優質顧客服務

 日韓流行文化與行程設計

項目策劃及創意推廣
日韓流行文化旅遊
酒店學
（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

網店行銷及營運

課程特色









2021/22 年度毅進文憑選修群組
選修群組

選修科目
 運動教練技巧概論
 運動基礎

 體適能與健康生活

 傳媒概論
 公共關係及廣告概論

 電子媒體製作基礎

 藝術及設計原理
 首飾設計及製作

 電腦輔助珠寶設計

表演與故事創作

 表演基礎
 主持技巧訓練

 劇本創作入門

數碼圖像與設計

 平面設計原理
 互動網站建構

 數碼攝影與影像編輯

傳媒學
時尚珠寶首飾設計

電腦學
微電影創作
室內空間藝術與設計

 廣告與網上營銷
 網店採購及銷售技巧

 網站建構及零售數據處理

* 當學院確認學員修讀該科目後，學員須繳交 $350 材料費。

提供二十三個選修群組，包括運動教練學、微電影創作、
航空服務、健康護理及傳媒學；
合資格學員可透過「優先入學計劃」優先報讀浸大持續教育
學院所開辦的管理學高級文憑、商業設計高級文憑及國際
學院所開辦的副學士；
資歷相當於文憑試五科第 2 級（包括中英）成績，可投考
三十多個政府職位，包括三級康樂助理員、助理外勤統計
主任及社會保障助理員等；
優質教師團隊，資深業界人士作顧問或任教；
課程貼近市場需要，內容學術與實用並重；
設多項課內及課外活動，如參觀及考察等，助學員了解行
業實際運作。

運動教練學

 認識酒店款待業
 餐飲服務運作
 酒店前堂及房務部運作

 程式編寫及數據庫應用  互聯網應用及網絡保安
 延伸數學
 創意文案與編劇
 微電影創作入門

 廣告與網上營銷

 藝術及設計原理
 室內設計的專業實踐

 室內設計基礎及發展

入學要求
中六離校生或年滿 21 歲的人士。

上課地點
九龍塘校園中心、尖沙咀教學
中心或東九龍教學中心（詳情請
參閱課程網頁）

學費
全日制：全年 $40,440（分 2 期繳交，每期為 $20,220）

學費資助 / 獎學金
學員在成功修畢每個單元（即出席率達 80% 及整體評核及
格），均可獲政府發還有關單元的 30% 學費；另設經入息審查
的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學生車
船津貼、上網費津貼計劃及學習開支定額津貼。

報名方法
第一階段招生 :
報 名 人 士 請 於 2021 年 7 月 19 日 下 午 4 時 前 透 過 互 聯 網
（www.yj.edu.hk）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第二階段招生 :
2021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 時開始，報名人士可透過本院網上
報名系統或親臨浸大校園遞交申請，詳情請參閱課程網頁。
DSE 放榜安排（網上報名及即場報名同步進行）*

7 月 21 日

7 月 22 及 23 日

警務

 警隊工作概論
 體適能與健康生活
 紀律人員道德操守與價值觀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消防服務

 消防工作概論
 體適能與健康生活
 紀律人員道德操守與價值觀

九龍塘浸會大學道 16 號香港浸會大學
郭鍾寶芬女士康體文娛中心 2 樓

懲教事務

 香港懲教事務概論
 體適能與健康生活
 紀律人員道德操守與價值觀

入境事務

 香港入境事務概論
 體適能與健康生活
 紀律人員道德操守與價值觀

健康護理

 基礎健康護理 I
 復康與社康護理

 基礎健康護理 II

 生活中的心理學
 成長與社會關懷

 領袖心理學

社會服務

 香港社會福利
 社會工作技巧

 生活中的心理學

航空服務

 航空服務概論
 航空安全與保安

 航空市場和管理

 管理學原理
 人力資源管理學概論

 市場學原理

應用心理學
（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

商業管理學

毅進文憑全面體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持 續 教 育 學 院（ S c h o o l o f
Continuing Education, HKBU）成立於 1975 年，以推
動「終身學習」為宗旨，提供多項專業及學術進修課
程，配合發展迅速的社會培訓各方面人才。學院目前
提供不同範疇的證書、文憑、高等∕專業文憑、副學
士、高級文憑、學士，以至學士後深造課程。

選修科目
 消費行為
 銷售及行銷管理

* 有關安排以學院網站公布為準。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九龍塘聯合道 320 號建新中心 2 樓

3411 4391
yijin@hkbu.edu.hk
hkbusce.hk/yijin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7 月 21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7 月 22 及 23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課程網頁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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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毅進文憑全面體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提供全日及兼讀制學士學位、高級文憑、毅進文憑及文憑課程。當
中，港專毅進文憑課程提供多達 30 個選修科目，配合完善的教學設
施、優良的師資及全面的學生服務，提升學習成效。

院校特色












2021/22 年度毅進文憑選修群組

科目種類繁多：提供三十多個選修科目，包括：紀律部隊、公務員實
務、咖啡甜品、社會服務、幼兒教育、醫療護理、運動教練、日韓文
化、電競訓練、手機程式等。
上課地點方便：全日及兼讀制課程共設有十四個上課地點，鄰近多個
鐵路站及大型商場包括馬鞍山、旺角東、元朗、佐敦、長沙灣、觀塘
等，交通方便，周邊配套完善。
升學就業出路廣：畢業後學歷等同中學文憑試五科 2 級（包括中英），
可優先報讀港專高級文憑課程，如幼兒教育、咖啡甜品、設計及媒體
製作等，隨後可銜接相關的學位課程；亦有畢業生選擇就業，從事相
關專業的入門工作。
師資優良：教學人員具資深經驗，如前部門首長、前資深公務員、現
職醫生、牙醫、營養師、程式設計專家、電競教練、工程師等；合作
機構包括怡中航空服務及數碼港等，確保課程質素及專業性。
教學設備齊全：校內特設餐飲訓練中心、咖啡研教室、健身室、幼兒
教學中心、電競訓練場、語言中心、數碼媒體製作室等，提升學習成
效。
學生服務全面：特設專責導師及學生發展部，關顧同學在學業、個人
成長及職涯發展。另提供大量學生活動，如海外交流團、專業訓練、
各類比賽等，令校園生活更充實。

報名方法
第一階段：即日起至 7 月 19 日下午 4 時前，透過「毅進文憑課程網上申請
系統」
（hkct.page.link/dyj）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200。
第二階段：由 7 月 20 日上午 9 時起，於「港專網上報名系統」
（www.hkctdyj.edu.hk/ft）或親臨校舍報名，直接取錄。

學費
全日制：全年 $37,940（分 2 期繳交）*
* 部分課程的教學材料須由學員自費購買，所需金額將於開學後釐定。

全日或兼讀制的上課地點包括：馬鞍山、旺角東、元朗、觀塘、佐敦、
長沙灣、荃灣、沙田、大埔、粉嶺、將軍澳及天后
課程資訊站

7 月 20 日
7 月 22-23 日

7 月 21 日
（星期二、
（星期三）
四及五）
下午 4 時
上午 10 時至 上午 9 時至
至6時
下午 6 時
晚上 7 時
• 港專馬鞍山校舍
• 港專何文田校舍
• 港專元朗教學中心
• 港專佐敦教學中心
九龍彌敦道 345 號永安九龍中心 11 樓
1101-05 室（港鐵佐敦站 A 出口）
• 港專觀塘教學中心
九龍觀塘開源道 71 號王子大廈 8 樓
（港鐵觀塘站 B3 出口）
• 港專長沙灣教學中心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368 號喜韻 2 樓
（港鐵長沙灣站 C2 出口）
（星期一）

7 月 24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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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7 月 268 月 31 日

（星期一至五）

下午 2 時
上午 10 時至
至6時
下午 6 時
• 港專馬鞍山校舍
• 港專何文田校舍
• 港專元朗教學中心

* 收生中心安排會因應疫情或其他因素而改動，最新安排以網頁公布為準。



保安及紀律部隊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人文科學及語言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


創意媒體


社會科學




醫科及護理科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工程及科技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選修群組
紀律部隊
消防備考訓練
警隊備考訓練
海關及入境人員備考訓練
電競團隊訓練與發展 *
跨平台遊戲及動畫製作 *
智能手機程式與遊戲設計
運動教練及管理
幼兒教育
日本語言及流行文化
韓國語言及流行文化
航空服務
機場運作與服務
酒店款待及項目管理
西式廚藝營運
咖啡及西式甜品店營運
廣告片及社交媒體創作
音樂創作及舞台表演技巧
創意攝影（商業及廣告）
室內設計
社會服務
現代心理學
公務員實務
基礎牙科科學
營養與體重管理
基礎醫療護理
兒童健康護理
會計及金融
基礎樓宇電力及電子工程
建築設計及工程管理基礎

* 唯一毅進院校獲數碼港「電競行業支援計劃」資助，學員有機會獲發該單元
學費的 75% 作為資助。

上課地點

7 月 19 日

課程範疇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港專馬鞍山校舍
馬鞍山鞍誠街 2 號（馬鐵馬鞍山站 B 出口）
港專何文田校舍
何文田公主道 14 號（東鐵旺角東站 B 出口）
港專元朗教學中心
元朗水車館街 28 號萬金中心地下 22 號鋪
（西鐵元朗站 B 出口）

2265 6987 / 2926 1222
6300 4936
dyj@hkct.edu.hk
www.hkctdyj.edu.hk/ft
hkct.buddy
hkct.ctihe

院校網頁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7 月 19 日：下午 4 時至 6 時
7 月 20 日、22 日至 23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7 月 21 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
7 月 24 日：下午 2 時至 6 時

課程特色


資深導師，配合就業：導師均為行業的資深從業員，如前紀律
部隊精英、電視台資深幕後人員、前飛機維修工程主管等。



全面銜接，原校升學：毅進畢業後可全數直升 HKIT 高級文憑
課程，再銜接經評審英國學士學位課程。



2021/22 年度毅進文憑選修群組

完善資助，免費活動：合資格同學可申請資助及原校升讀獎學
金；設逾 40 項免費課外活動，包括駕駛執照課程、PADI 開放
水域潛水員課程、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證書課程
（ AED ）和皮革班等；學校亦提供到日本、台灣或內地交流的
機會。

上課地點
11 所教學中心：長沙灣、荃灣、屯門、元朗、天水圍、黃大仙、
觀塘、將軍澳、沙田、粉嶺及上環

學費
全日制：全年 $37,940（分 2 期繳交）

報名方法
第一階段：即日至 7 月 19 日下午 4 時前，透過「毅進文憑課程網上
（www.yj.edu.hk）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200。
申請系統」
第二階段： 7 月 20 日上午 9 時後，可透過書院網站（ www.yj.hkit.

紀律部隊







消防員∕救護員實務
海關實務
入境事務
警隊實務
懲教實務
紀律部隊職務訓練

醫療及健康






教育及運動
 運動復康（瑜伽及普拉提）
 體育及運動管理
 幼兒教育及活動班
（Playgroup）導師






 酒店及旅遊
 酒店款待及調酒
 基礎中西廚藝
演藝及創意藝術
 商業及流行音樂創作

人文科學及語言
 日語及日本文化
 韓語及韓國文化

電影及電視工程
屋宇設備工程學
基礎飛機維修工程
機電工程
旅遊、款待服務及廚藝

社會科學及公共服務
 公務員文書職系架構實務
 輔導及社會服務

護理學
物理治療學
中醫及中藥學
基礎牙醫助理實務
醫療化驗科學
工程及科技

工商管理
 市場、公關及活動統籌
 商業學
 會計

毅進文憑全面體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HKIT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作為本地非牟利專上學府，致力協助同學
以多元出路發展個人才能，迄今擁逾 20 年辦學經驗。書院自 2007 年起開辦毅進課程，毅進畢業生可於原校報
讀高級文憑課程，並銜接經評審的英國學士學位課程，達至「一條龍」升學銜接。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電腦系統及網絡保安

hk）或親身報名。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深水埗總校：深水埗南昌街 213 號
分校：長沙灣、荃灣、屯門、元朗、天水圍、
黃大仙、觀塘、將軍澳、沙田、粉嶺及
上環

2782 2433
6761 0388
dyj@hkit.edu.hk
www.yijinhkit.edu.hk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6 時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院校網頁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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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全面體

明愛社區書院（Caritas Institut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CICE ）是一所具規模的教育機構，致力
向學生及在職成年人士提供多元的學術、職業導向
和專業發展課程，推動終身學習的理念，每年有近
30,000 學員報讀。CICE 為香港明愛屬下機構，秉承
天主教的教育理念和價值觀，關愛施教，為學員提供
優質課程，切合他們的學習需求。

紀律部隊實務

16.

復康護理實務

2.

警隊實務

17.

社會服務

3.

消防實務

18.

社區心理學

進文憑的學員，可透過本計劃即時獲明愛專上學院或明愛

4.

救護實務

19.

公務員（文職）實務

白英奇專業學校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的有條件取錄。

5.

懲教實務

20. 基礎善別輔導與服務

完成兩年制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後，更可以直接銜接

6.

海關實務

21.

明愛專上學院相關之學位課程，最快以「2 年 +2 年」的升學

7.

幼兒教育實務

22. 美容、化妝及形象設計

8.

特殊幼兒教育實務

23. 香薰美容及身體護理

9.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24. 新娘化妝、頭髮造型及美甲技術

10.

酒店運作及管理

25. 數碼電子科技（電子競技）

11.

西式食品製作

26. 電影製作基礎

12.

咖啡及甜品店經營

27. 數碼營銷及動畫（特效）視頻製作

13.

動物護理

28. 設計學（時裝、平面及室內）

多元化課外活動：書院為學員提供不同的課外活動，包括

14.

護理學

29. 香港航運業實務

海外交流、義工活動、球類比賽和精讀班等學習活動，此

15.

藥劑服務

30. 建造業人才訓練

「 2 + 2 明愛毅進直通車升學計劃」
：修畢明愛社區書院的毅

階梯圓學位夢。
學員獲取錄後，可以透過升學獎學金計劃，以每年 $6,000

- $20,000 學費修讀指定學位課程。
毅進文憑



高級文憑∕副學士

學士學位

外亦有舉辦與職業發展有關的活動，如職業體驗、行業面



選修群組

1.

院校特色


2021/22 年度毅進文憑選修群組

商業會計及管理

試招聘工作坊、急救證書課程等，以助學員均衡發展。

學費

完善的教學設施：為加強學員對專業知識運用的實踐能

全日制：$37,940（分上下學期繳交，每期為 $18,970）

力，明愛社區書院設置護理、復康、酒店、咖啡及酒吧、

兼讀制：每科 $3,794（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每科為 $7,588）

美容、化妝、美髮、健身、電腦等教學室，讓同學在像真
的環境下學習。電腦室亦配備會計、酒店、影片後期製作

報名方法

等專業軟件，提高學員的升學及就業競爭力。

第一階段：7 月 19 日下午 4 時前，透過「毅進文憑課程網上申請

學費資助

（www.yj.edu.hk）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200。
系統」

*

第二階段：7 月 20 日上午 9 時起，直接往明愛社區書院報名，

政府學生資助處為合資格毅進學員（包括全日制及兼讀制）提供

即時獲悉取錄結果。請帶備香港身份證（如屬非永久性居民

學費發還的資助，凡成功修畢一個科目，便可獲發還 30 %（無

須同時帶備簽證身份書）、住址證明、相片一張及上學期學費

須通過入息審查），50% 或 100%（須通過入息審查）已繳付的學
費。

（$18,970）+ 報名費（$200）。
* 不足 21 歲的申請人另須帶備中六離校證明（足 21 歲可以毋須出示任何學歷證明）

* 另設有其他資助及津貼，鼓勵經濟有困難的學員積極學習，資助包括：學生經濟援助計劃、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計劃。

上課地點
天后、調景嶺、翠屏、紅磡、油麻地、粉嶺、荃灣、
屯門及元朗

明愛社區書院
油麻地石壁道 4 號

2710 2628
6400 8511
dge@cice.edu.hk
www.cice.edu.hk/yj

課程內容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上午 9 時至晚上 9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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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升學計劃專頁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UHK）是香港公開
大學六所學院之一，前身為持
續及社區教育中心，早於 1992
年成立，後於 2000 年正式易
名 LiPACE，多年來致力為香港
各個學習群體提供優質的持續
進修機會。學院現時主要提供
職業專才教育，包括全日制專
上課程、兼讀制專業進修課程
以及企業培訓課程等。

院校特色
學院是早期籌辦毅進計劃的召集
人，自 2000 年首屆「毅進計劃」起
已開始提供毅進課程，累計就讀學員
人數逾萬人，不單是毅進最大提供院
校之一，同時課程質素在升學和就業
均廣受肯定和認可。

學院設有兩個校園，分別位於葵興和
荔景。每個校園設備完善，並提供教學支
援服務，以滿足學員多方面的需要。當中
位處於港鐵葵興站旁的葵興校園，中心空
間充裕，整體樓面面積逾十萬平方呎，可
容納 1 , 500 人，更設有機艙、智能酒店、
醫院病房及幼稚園等模擬課室，使學員的
學習體驗更豐富。

毅進文憑全面體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
進修學院（Li Ka Shing School

上課地點
荔景、九龍灣及佐敦

學費
全日制：全年 $40,440（分 2 期
繳交）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葵涌葵昌路 51 至 53 號
九龍貿易中心第 2 座
8 至 11 樓
荔景校園：葵涌荔景山路
201 至 203 號

報名方法
第一階段：即日起至 7 月 19 日

3120 9988
lipace@ouhk.edu.hk
www.ouhk.edu.hk/lipace

下午 4 時前，登入「毅進文憑課程
網上申請系統」
（www.yj.edu.hk）
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200。

辦公時間（葵興校園）
：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
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第二階段：由 7 月 20 日上午 9 時
起，直接到葵興校園報名。

院校網頁

2021/22 年度毅進文憑選修群組
選修群組
紀律部隊實務及入職訓練

選修科目
 紀律部隊實務及處境訓練
 紀律部隊之全人發展教育
 紀律部隊入職體能訓練及面試技巧

選修群組

選修科目

室內設計

 認識室內設計
 數碼設計及應用
 智慧城市與可持續發展

寵物護理及美容服務

 優質管理及顧客服務
 寵物美容及護理
 寵物美容實習

警隊實務及入職訓練

 警隊實務及處境訓練
 紀律部隊之全人發展教育
 紀律部隊入職體能訓練及面試技巧

消防實務及入職訓練

 消防實務及處境訓練
 紀律部隊之全人發展教育
 紀律部隊入職體能訓練及面試技巧

日語

救護實務及入職訓練

 救護實務及處境訓練
 紀律部隊之全人發展教育
 紀律部隊入職體能訓練及面試技巧

 日語（I）
 日語（II）
 日語會話

廣告、公關及市場活動策劃

旅遊及款待服務（航空）

 旅遊業概論
 航空業概論
 旅遊及航空服務英語溝通技巧

 市場及廣告實務
 公共關係概論
 市場活動策劃概論

基礎工程學

旅遊及款待服務（酒店及餐飲）

 旅遊業概論
 前堂及房務服務運作
 餐飲服務運作

 工程學概論
 延伸數學
 智慧城市與可持續發展

營養學

旅遊及款待服務（主題公園）

 旅遊業概論
 主題公園服務及運作
 前堂及房務服務運作

 基礎營養學
 食物製造及食品科技
 健康諮詢及體重管理

時尚化妝與造型

咖啡調配及西式糕點製作

 咖啡調配
 西式麵包及烘焙食品製作
 西式糕餅及甜品製作

 化妝學入門
 時尚創意化妝
 零售美容顧問及攝影化妝

動物輔助介入

護理學

 認識老人健康與護理
 基本護理技巧
 延伸數學

 動物輔助介入入門
 人類成長及發展需要
 輔導技巧

婚禮統籌及活動管理

心理學與輔導學

 認識心理學
 應用心理學入門
 輔導技巧

 婚禮統籌
 市場活動策劃概論
 優質管理及顧客服務

幼兒教育

 認識幼兒教育的活動策劃
 兒童成長及發展
 認識幼兒教育工作

康體管理及運動教練學

 康體管理
 體育營銷
 運動教練學

漫畫及插圖藝術

 漫畫及插圖藝術
 藝術與設計
 創意平面設計

建築設計與科技

 建築學入門
 數碼設計及應用
 智慧城市與可持續發展

時裝及形象設計

 時裝設計入門
 時裝及形象設計
 時裝貿易及市場推廣

公務員實務 新

 公務員及公共事務概論
 辨公室電腦實務
 延伸數學

流行音樂表演及創作

 流行音樂創作與製作
 流行音樂文化及音樂行業概況
 音樂技巧與流行音樂表演

文化旅遊及導賞 新

 文化導賞
 旅遊業概論
 可持續發展與綠色旅遊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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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資訊學院
毅進文憑全面體

工商資訊學院（SBI - VTC School of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是職業訓練局（VTC）院校之一，開辦多元化的毅進文憑課
程，課程著重實務培訓，貼近行業需要，配合富教學及業界工作經驗
的教學團隊，為年輕人提供優質的專上教育，讓他們可以在升學和發
展個人事業上作更佳準備。

課程特色

學費

升學出路：畢業生符合報讀高級文憑課程的一般入學條件（設有特定入學條件的
課程除外），可報讀 VTC 開辦之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全年 $40,440（分 2 期繳交）

就業前景：畢業生可投考需要相關學歷的公務員職位，包括消防員及二級稅務督
察等。而成功修畢延伸數學選修單元的學員 *，更可投考包括助理稅務主任、助
理貿易管制主任及二級地政督察等職位。
* 所持有的毅進文憑相當於文憑試五科第 2 級（包括中英數）的成績。

專業認可：課程獲專業團體認可，其中財務策劃實務選修群組為香港財務策劃師
學會（IFPHK）認證核准退休顧問（QRA）課程。
校園生活：SBI 毅進文憑的同學可使用 IVE 及 HKDI 的圖書館、泳池及健身室等康
體設施，體驗大專校園生活。
交通便利：葵涌校舍及各上課地點均鄰近港鐵站，學員只須步行數分鐘即可抵
達。

2021/22 年度毅進文憑選修群組
課程範疇




商業及管理

商業學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財務策劃實務

+

電腦及大數據

+


新





多媒體遊戲設計
人工智能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體適能及運動營養

新

保安及紀律部隊

酒店管理及旅遊學
醫療護理
復康護理

葵涌：IVE（葵涌）- 葵涌興盛路 20 號
灣仔：IVE（摩理臣山）- 灣仔愛群道 6 號
長沙灣：IVE（黃克競）- 長沙灣荔枝角道 702 號
馬鞍山：沙田馬鞍山恆康街 2 號耀安邨（近耀謙樓）
粉嶺：粉嶺嘉福邨嘉福商場 1 樓
屯門：IVE（屯門）- 屯門青雲路 18 號

課程資訊站 *

幼兒教育

室內設計

醫科及護理科

申請人請帶備身份證明文件、中六學歷證明
（如中學文憑試成績單，年滿 21 歲則無需學歷
證明）、英文地址證明及報名費 $200。

註：學院或會根據收生情況於開學前更改或取消課程開辦地點。

設計學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第二階段： 7 月 20 日上午 9 時開始，申請人
請登入工商資訊學院網站（www.vtc.edu.hk/
sbi）網上報名或親身到葵涌校舍報名。

+

創意廣告設計學
藝術、設計、
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第一階段：即日起至 7 月 19 日下午 4 時前，透
過「毅進文憑網上報名系統」
（www.yj.edu.hk）
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上課地點

選修群組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報名方法

SCS

7 月 20 至 8 月 31 日
放榜期間安排 *﹕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7 月 24 日（六）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7 月 25 日（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葵涌校舍：IVE（葵涌）- 葵涌興盛路 20 號

新

紀律部隊

工商資訊學院
葵涌校舍：
IVE（葵涌）- 葵涌興盛路 20 號

救護實務

社會科學

社會服務學

理科

食物及營養學

綜合教育

公務員（文職）

+

3127 7392
3127 7392
sbi@vtc.edu.hk
www.vtc.edu.hk/sbi

院校網頁

新 新選修群組
+
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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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選修群組已包含延伸數學科目。
該選修群組∕選修科目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為《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
程。成功修畢該選修群組∕選修科目，可獲頒發相關的獨立資歷證書。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 上述各項日期及安排或會因應文憑試放榜日期及安排的變更而修訂，有關收生程序最新資
料，請瀏覽 SBI 網頁 www.vtc.edu.hk/sbi。

資歷架構及資歷名冊

資料由資歷架構秘書處提供

用「資歷名冊」了解課程質素
無論同學選擇繼續升學或準備就業，面對五花八門的學術
教育和職業專才教育課程及資歷，或會覺得難以比較它們的質
素、程度及認受性。資歷名冊（www.hkqr.gov.hk）是一個免費
的網上資料庫，方便公眾查閱已通過本地評審的教育及培訓課
程、資歷及課程營辦者的資料。同學可按自己的能力、興趣及
需要，選擇合適程度的課程，從而取得有質素保證的資歷。資
歷名冊內有關「學分累積及轉移」搜尋系統已經優化，讓同學可
以更深入了解心儀課程或院校之學分轉移安排。

了解行業資訊

資歷名冊同時提供網頁版及流動版，方便同學利用流動裝置隨
時搜尋已通過評審的課程資料。

其他進修途徑

資歷架構（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簡稱 QF）是由教育局推行的七級資歷級別制度，涵蓋學術、職業專
才教育及持續進修的資歷，旨在鼓勵終身學習，提升本港勞動人口的競爭力。QF 認可的資歷須經過質素保證、
並按照客觀和明確的標準釐定級別。香港中學文憑及中七畢業約相當於 QF 第三級的資歷水平。

規劃進修路向

面對不熟悉的就業市場，同學在計劃就業或選科時，大多
想知道更多行業背景、發展及工作實際要求的資訊。同學除了
可到資歷名冊搜尋相關進修課程資料，亦可到資歷架構網頁
（www.hkqf.gov.hk）瀏覽行業資訊。
資歷架構網頁有介紹不同行業的行業背景、進階路徑及
「職業資歷階梯」，同學可從中了解各類工種及職能，找到更清
晰的方向。已有二十二個行業在資歷架構下成立了行業培訓諮
詢委員會，在資歷架構秘書處協助下，制訂了多本《能力標準
說明》，內容詳列行業背景、職業資歷階梯及主要崗位的能力要
求和成效標準。資歷名冊內亦載有參考這些標準設計的課程，
同學可善用這些資訊，了解行業、裝備自己、增強競爭力，無
論升學、進修或就業，都更加得心應手。

網頁版
流動版

「資歷名銜計劃」規範了培訓機構頒授資歷架構認可的資歷和開
辦相關課程時可使用的資歷名稱，同學可藉此更清晰了解課程
所屬的資歷級別。

已推行資歷架構的行業












印刷及出版業
鐘錶業
餐飲業
美容及美髮業
物業管理業
機電業
珠寶業
資訊及通訊科技業
汽車業
物流業
銀行業













進出口業
檢測及認證業
零售業
保險業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
安老服務業
保安服務業
人力資源管理
服裝業
樹藝及園藝業
旅遊業

活動資訊

資歷架構秘書處

3793 3955
hkqf@edb.gov.hk
www.hkqf.gov.hk
www.hkqr.gov.hk

資歷名冊 ( 流動版 )

QF 簡介短片

QF 活動

資歷架構秘書處每年均會舉行「QF 帶你進入
各行各業」活動，增加同學對資歷架構和行業的
認識。活動包括行業講座、工作坊及參觀等，老
師可瀏覽資歷架構網頁或掃瞄 QR Code 了解最新
資訊及報名詳情。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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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海外專業資歷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其他進修途徑

現時坊間可供中六畢業生報讀的進修課程多不勝數，同學報讀課程時，須確認院校的教學質素及課程認受
性。同學除了可參考前文提及的香港資歷架構，了解心儀課程在本港的資歷級別外，現時不少院校開辦修畢後
可獲海外資歷的課程，亦可作為衡量課程認受性的基準。國際間不同行業及程度的海外資歷不勝枚舉，下文僅
介紹近年在港較常見及設有相關課程的海外資歷。
英國商業與技術教育委員會 - BTEC 證書課程

考試∕資歷名稱

BTEC 證書課程為國際職業教育體系，由英國最大的考試及專業評核機構 Edexcel 認證。Edexcel BTEC 於
全球各地批准不同院校開辦職業培訓課程，完成後由該會統一頒發國際認可的證書，資格獲全球逾二百多家
大學、多家行業協會及本港大學承認。
中六畢業生多數可入讀屬 BTEC level 3 的國家級文憑（National Diploma），或屬 level 4 至 level 5 的國家高
級文憑（HND - Higher National Diploma）的課程。HND 受英國國家資歷架構（QCF - Qualification and Credit
Framework ）認證，相等於 QCF 資格第五級，可參照為類近於香港的副學士程度。學生完成課程後，可憑
HND 成績申請入讀本地或海外大學，以銜接學士課程。

簡介

香港有多間院校開辦 BTEC 課程，有關中六畢業生的一般課程入學要求，可向個別院校查詢。
培生香港
鰂魚涌英皇道 1063 號 28 樓

查詢機構

3181 0123

hkcs@pearson.com

www.pearson.com.hk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考試（City & Guilds）

考試∕資歷名稱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City & Guilds）為國際評審及資格頒授機構之一，提供不同專業資格考核，涵蓋二十
多個行業範疇。有關考核為各行業的從業員提供以能力為本的資格架構，使其知識及相關經驗獲得認定。

City & Guilds 在香港的註冊考試中心包括中學、高等院校、專業進修學院、非牟利團體、社會服務團體及

簡介

僱主等。

City & Guilds 提供考評和資格，並不提供課程。如欲考取 City & Guilds 的資格，須報讀該會註冊中心所舉
辦的相關課程。現時該會提供各項商科資格，包括咖啡調配師、美容等科目。
考試日期

以季度形式開考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查詢機構

info.hongkong@cityandguilds.com.hk

www.cityandguilds.com
英國倫敦工商會考試（LCCI）

考試∕資歷名稱

LCCI 提供不同資歷，涵蓋金融、商業、英語、會計、IT 及行政等範疇，國際資格獲廣泛認可，每年全球
有來自八十多個國家的考生報考。
LCCI 各級資歷由培生（Pearson）頒發，受英國評核及考試規例局（Ofqual）及世界各地不同專業團體認
證。LCCI 有四個級別，LCCI level 3 資歷獲英國官方資歷評審機構 NARIC（National Academic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Centre）評定為相當於 BTEC Level 3，代表可獲英國院校視為入學條件考慮。

簡介

此外， LCCI 資歷亦與不同專業團體資歷有聯繫，如英國特許市務學會（ CIM ）及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ACCA）。
考試日期

2021 年考試於 1 月、4 月、6 月、7 月、9 月、11 月及 12 月舉行。
培生香港
鰂魚涌英皇道 1063 號 28 樓

查詢機構

3181 0100
internationaleo@pearson.com
www.lcciasia.com / pearson.com.hk/zh_HK/qualifications/lcci.html

28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李韶伉儷樓
九龍灣宏開道 28 號

3416 6338
ccadmissions@hkuspace.hku.hk
hkuspace.hku.hk/cc

院校網頁

* 個別課程收生要求或有不同。

獎學金

入學申請

學院特設「基礎專上教育文憑獎學金」
（$10,000）贈予成績優異
並直升本學院副學位課程的基礎專上教育文憑畢業生。

 招生日（網上及即場）
+

招生日（網上及即場）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首輪招生

DSE 中英文達第 1 級；及

7 月 21 至 23 日
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五科 達 6 分（如報考少於五科，但成績達
#

6 分，學院仍會考慮其申請）

#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

◊

8 月 12 至 13 日

港大附屬學院九龍東分校（即場）

可包括不多於兩科應用學習科目：
「達標並表現優異（II）」相等於 DSE 第 4 級；
「達標並表現優異（I）」相等於 DSE 第 3 級；
「達標」相等於 DSE 第 2 級。

課程

次輪招生

其他進修途徑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的一年
制基礎專上教育文憑課程，屬資歷架構第三級，備受認可。課程旨
在為文憑試考生或具同等學歷的人士打下穩固的學術基礎。同學畢
業後可銜接學院兩年制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 *，為未來修讀學位課
程做好準備。

關於網上報名及面試安排，請瀏覽學院網頁
◊

+

舉行與否視乎各科課程學額空缺而定。
日期及收生安排如有更改，以學院網頁為準。

學額

資歷級別

修讀年期

學費（全年）

額滿即止

3

一年

$43,000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CUSCS -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CUHK）的一年全日制「基礎教育文憑課
程」，協助同學打好學術及語文基礎，一年內修畢課程的同學可獲
「升學獎學金」繼續升讀學院的高級文憑課程。歷屆平均升學率高達
85%，亦有個別畢業生選擇到其他院校升學。
課程以大專模式授課，涵蓋語言傳意、商業管理、健康生活、藝術欣賞
及資訊科技等多個領域，特別加入「個人及生涯規劃」科目，協助同學認清
自己的興趣及專長，為未來作出適切的選擇及準備。此外，學院設有語文學
習提升中心及一對一的語文諮詢服務，協助同學打好扎實的語文基礎。

課程諮詢日

7 月 21 至 30 日（星期日除外）
；8 月 12 至 13 日 *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 日期或有更改，請留意網頁公布。

入學申請
1. 網上報名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及以信用卡繳交報名費（$200）u 收到確認付款電

郵 u 可憑報名及認證編號，網上查詢申請狀況
2. 親身遞交或郵寄
 把已填妥的報名表格、學歷副本及報名費（$200）送交或郵寄至學院
任何一間報名中心。（報名表格可親赴報名中心或傳真至 2367 2593∕
3110 0611 索取，或於學院網站下載）
3. 即場報名
 帶同 DSE 成績單或所須學歷證明文件正副本及報名費（$200）

課程

資歷
級別

修讀
年期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學費（全年）

基礎教育文憑課程

3

一年

DSE 五科達 6 分
（包括中英文達第 1 級）

$49,000

報名地點
中環教學中心：
中環夏慤道 12 號美國銀行中心 1 樓 A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98 號東海商業中心
地庫 1 樓 01 室
尖沙咀安年教學中心：
尖沙咀漆咸道南 67 號安年大廈 13 樓
將軍澳教學中心：
將軍澳翠林邨（欣林樓對面）

3943 9057 / 3943 9015
scs-dipfs@cuhk.edu.hk
www.cuscs.hk/dipfs
院校網頁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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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進修途徑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HKBU）成立
於 1975 年，以推動「終身學習」為宗旨，提供多項專業及學術進修課程，配合發
展迅速的社會培訓各方面人才。學院目前提供不同範疇的證書、文憑、高等∕專
業文憑、副學士、高級文憑、學士，以至學士後深造課程。

課程特色
大專基礎教育文憑課程著重讓學生在高等教育環境中，提高他們
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及數量分析技巧，並結合其他選修科目，以擴闊學
生視野，為升讀本地副學位及海外學位課程作好準備。合資格學員可透
過「優先入學計劃」優先報讀浸大持續教育學院高級文憑及國際學院副
學士。此外，畢業生如達到指定要求，可直接前往英國愛丁堡龍比亞大
學商學院入讀指定的學位課程。

放榜安排（網上報名及即場報名同步進行）*

入學申請

* 有關安排以學院網站公布為準。

7 月 21 日
7 月 22 及 23 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九龍塘浸會大學道 16 號香港浸會大學
郭鍾寶芬女士康體文娛中心 2 樓

 網上報名（cie5.hkbu.edu.hk/cieadm/application_form_dcf）
 親身報名

備妥學業成績表正副本、工作證明正副本（如適用）、香港身份證正
副本，以及報名費 * $120 於 7 月 21 至 23 日親身遞交至學院。
* 報名費接受：
（只限網上報名）以信用卡、繳費靈或 WeChat Pay 繳付。（只限親身報名）現
金、八達通、易辦事、信用卡、支付寶、WeChat Pay、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或劃線支票繳付，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浸會大學」，並於支票背面寫上申請人姓名及聯
絡電話。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九龍塘聯合道 320 號建新中心 2 樓

3411 5428
scedcfs@hkbu.edu.hk
hkbusce.hk/dcfs

課程網頁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7 月 21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7 月 22 及 23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課程

學額

資歷級別

修讀年期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學費（全年）

大專基礎教育文憑

200

3

一年

DSE 中英文達第 2 級；或
五科 ^ 達 6 分（中英文須達第 1 級）

（分 2 期繳交）

#

$42,500

報考少於五科，但成績達 6 分，學院仍會考慮其申請。
^ 最多計算兩科應用學習科目。
#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COPE -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U）憑藉過去的辦學經驗，為文憑試畢業生擴闊升學出路，在港開辦
「動物護理學高等文憑」課程。該課程旨為獸醫和動物護理界培育俱備專業知識、技能
和態度的獸醫護士，為動物健康和福利作出貢獻。

入學申請
 登入（www.cityu.edu.hk/ce/vetnursing）網上報名；或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九龍塘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
李達三葉耀珍學術樓二樓 2410 室

 於課程諮詢日即場報名及面試

3442 7423
scope@cityu.edu.hk
www.scope.edu

即場招生日

7 月 21 至 23 日
九龍塘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地點待定）

院校網頁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設即場查詢、報名及面試安排
課程

學額

資歷級別

修讀年期

動物護理學高等文憑

額滿即止

4

兩年

^ 最多計算兩科應用學習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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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DSE 五科 ^ 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文，及
科學或與動物相關科目）
 必須通過面試

學費（每年）

$96,900

修途徑。課程已獲資歷架構認可為第三級，畢業生可銜接學院的副學士或高級文憑，
繼而升讀本地或海外大學學位課程。

入學申請

即場招生日

DSE 放榜期間
7 月 21 至 22 日 *

 網上報名（apply.ln.edu.hk）
 備妥以下文件，並上載至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1. 學歷證明副本；
2. 資歷證明（如適用）

7 月 21 至 24 日 *

JUPAS 放榜期間
8 月 12 至 13 日 *

其他進修途徑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LIFE - Lingnan Institute of Further Education ）於
2021/22 年度開辦大專基礎教育文憑一年全日制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升學出路及進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屯門嶺南大學劉仲謙樓

 於招生日親赴學院即場報名及面試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屯門嶺南大學劉仲謙樓
（地址：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報名費：$150（即場招生日報名可豁免報名費） * 將視乎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情況或其他未能預料的因素而作出調整，詳情請留意學院網站的最新消息及公布。

課程

學額

資歷
級別

修讀
年期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學費（全年）

大專基礎教育文憑

額滿
即止

3

一年

DSE 最佳成績的五科
達 6 分或以上 ^
（包中英文達第 1 級）

$44,000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屯門嶺南大學劉仲謙樓 UG01 室

2616 8274
6226 8082
life@LN.edu.hk
life.LN.edu.hk

註：學費每年分兩期繳交：學生繳付第一期學費時，須同時繳付畢業按金 $600。
^ 每名申請人最多可提交兩個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
• 2012 至 2017 年應用學習科目成績確認如下：「達標並表現優異」即符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三級的要求及「達標」

#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即符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二級的要求。
• 由 2018 年開始，學生的成績匯報細分為：「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 (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 (II)」。「達標並表現優
異 (I)」的表現水平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第三級，而「達標並表現優異 (II)」的表現水平等同第四級或以
上。
應用學習中文可作為非華語學生代替中國語文科資歷的入學要求，但不能被視為選修科。其成績確認則沿用「達標」
和「達標並表現優異」的等級。

院校網頁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葵涌葵昌路 51 至 53 號九龍貿易中心
第 2 座 8 至 11 樓
（港鐵葵興站 E 出口）
荔景校園：
葵涌荔景山路 201 至 203 號
（港鐵荔景站 A1 出口）

香 港 公 開 大 學 李 嘉 誠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L i K a S h i n g S c h o o l o 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UHK）是香港公開大學六所學
院之一，前身為持續及社區教育中心，早於 1992 年成立，後於 2000 年
正式易名 LiPACE，多年來致力為香港各個學習群體提供優質的持續進修
機會。學院現時主要提供職業專才教育，包括全日制專上課程、兼讀制專
業進修課程以及企業培訓課程等。

3120 9988
lipace@ouhk.edu.hk
www.ouhk.edu.hk/lipace

辦公時間（葵興校園）
：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
星期六：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入學申請
 可透過學院網站遞交申請表及學歷文件證明

院校網頁

申請網頁

課程

資歷級別

修讀年期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一年

 完成中六課程；及
 DSE 中英文 1 級

護理服務文憑
幼兒教學文憑（教具設計）
基礎教育文憑

3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學費（全年）

$53,200
$53,200
$45,000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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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進修途徑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年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及青年學院（Youth College）分別開辦基礎課程文憑及職專文憑課程，皆為政府
資助課程，為中六畢業生提供更多升學選擇。
IVE 開辦的基礎課程文憑旨在為中六畢業生提供基礎的學術及專業訓練。課程兼顧升
學及就業需要，畢業生可以報讀 VTC 的高級文憑課程，亦能夠選擇投身相關行業，並已獲
政府認可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科達第 2 級成績（包括中英文），合資格投考相關學歷
的公務員職位。
青年學院開辦的職專文憑課程，旨在提供多元化課程及互動學習環境，讓同學按興趣
選讀不同專業，掌握行業知識及實務技能。課程內容包括專業技術、通用技能及全人發展
等單元，平衡學術與專業發展。取得職專文憑學歷後，可報讀 VTC 的高級文憑課程或投身
專業，指定課程學生亦可於畢業後參加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基礎課程文憑
課程

資歷級別

統一收生計劃 2021*
修讀年期

入學要求

*

學費 （全年）









#

健康及生命科學
社會服務
設計
工程
酒店款接
商業
資訊科技
零售

#

3

一年

完成中六

$20,500

（分2期繳付）
* 上述各項日期及安排或會因應文憑試放榜日期及安排的變更而修
訂，有關收生程序及統一收生計劃最新資料，請瀏覽入學網頁
（www.vtc.edu.hk/admission）。

前稱應用科學，有關課程最新資訊請瀏覽 VTC 入學網頁。

青年學院：職專文憑

上課地點

課程

資歷級別

修讀年期

入學要求

*

學費 （全年）

政府資助課程
商業與服務
 商業
 專業美容
 健體及運動
 商務活動營運
 酒店學

入學申請
 登入 VTC 入學網頁（www.vtc.edu.hk/

admission）了解詳情及報名

3

一年

完成中六

$20,500

（分2期繳付）

設計與資訊科技
 印刷媒體
 時裝衣料設計及營銷採購
 珠寶設計與工藝
 資訊科技
註： 1. 有關最新及詳細的課程內容，請參閱 VTC 入學網頁。
2. 持職專文憑的畢業生符合報讀高級文憑課程的一般入學條件（設有特定入學條件的課程除外）。詳情請瀏覽 VTC
入學網頁。
* 學費水平會每年檢討。

學友社學生專線

基礎課程文憑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9 間分校，
包括：柴灣、黃克競、葵涌、觀塘、李惠利、摩理
臣山、沙田、青衣、屯門，或青年學院邱子文或天
水圍院校上課。
職專文憑課程於青年學院 8 間分校上課，包
括：九龍灣、葵涌、葵芳、薄扶林、屯門、天水
圍、將軍澳及邱子文院校。

工程
 機械工程
 電子及電腦工程
 屋宇裝備工程
 汽車科技
 飛機維修
 電機工程
 建築科技
 鐘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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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三）至 7 月 26 日（一）
詳情將於 7 月上旬在 VTC 入學網頁公布

政府資助課程

2503 3399

職業訓練局招生處
灣仔愛群道 6 號地下 032 室

2897 6111
admission@vtc.edu.hk
www.vtc.edu.hk/admission

其他進修途徑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Hong Kong Nang Yan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於
2014 年根據《專上學院條例》
〈第 320 章〉正式註冊成為專上學院，學院現時開辦「基
礎專上教育文憑」。

課程特色
 學習中文、英文、數學、資訊科技、生活技能及人際技巧等實用的通用

技能（佔課程的 80%）以及專科知識（佔課程的 20%）

 畢業生可升讀兩年全日制副學士∕高級文憑課程，以

1 + 2 + 2 的模式

（即一年文憑 + 兩年副學士∕高級文憑 + 兩年銜接學士）取得學士學位

 學院增設「照護」選修專科，以舒緩香港護理人才短缺之社會需求。修

畢本文憑「照護」專科課程而成績達標之同學，可銜接本學院之「健康
管理及社會關懷高級文憑」課程，從而更深入認識護理社區長者及殘疾
人士的臨床及管理實況。

入學申請
 於學院網站報名；或
 親身或郵寄遞交已填妥的報名表格及有關文件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深水埗荔枝角道 325 至 329 號

3996 1000 / 3996 1001
6141 6760
registry@ny.edu.hk
www.ny.edu.hk

院校網頁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晚上 7 時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報名費全免

課程

學額

資歷級別

修讀年期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

30

3

一年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學費（全年）

$31,000

 新高中中六課程任何成績

宏恩基督教學院
宏恩基督教學院（Gratia Christian College）於 2015 年成立，按《專上學院條例》
（第 320 章）註冊，所有課程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學院為一所提供
博雅與專業教育的私立基督教專上學院，課程結合基督信仰及學術教育，培育才德兼
備的僕人領袖。

課程特色
 課程強調語言學習，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
 教學語言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為學生銜接學院開辦的課程或將來升

學發展奠定穩固基礎
 課程將教授不同領域的知識，鞏固學生的學習能力，讓學生有充足準備
持續發展
 學生如繼續升讀學院所辦的課程，所修讀的選修科目均可申請學分豁免
 文憑課程畢業生可報讀學院所提供之高級文憑課程，為將來升讀學位課
程作好準備

入學申請

5804 4143 / 5804 4140
5804 4140
registry@gratia.edu.hk
www.gcc.edu.hk

院校網頁

宏恩基督教學院

iAMgratian

 登入學院之網上入學申請系統（www.gcc.edu.hk/appForm）
；或


宏恩基督教學院
石硤尾偉智街 5 號
（港鐵石硤尾站 C 出口）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E-APP；或

 親臨學院辦理報名手續
註：所有申請人將被安排進行面試，取錄結果將於面試後即日公布。

報名費
 每個課程 $100

課程

學額

資歷級別

修讀年期

大學基礎文憑

40

3

一年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及
 完成中六（新高中學制）
 通過入學面試

學費（全年）

$43,000

註：有需要的同學可向學院申請助學金，資助金額視乎學院最終審批決定。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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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其他進修途徑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課程資訊站
提供全日制及兼讀制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專科文憑及毅進
7 月 20 日
7 月 19 日
7 月 22-23 日
文憑課程。科目範疇涵蓋社會工作、幼兒教育、資訊科技、
（星期一） （星期二、
設計及媒體製作、紀律部隊、運動管理、日韓語及文化、旅
四及五）
遊及酒店款待、商業及會計以及美容等。
下午 4 時
上午 10 時至
至6時
下午 6 時
入學申請
放榜前報名方法
 於「網上報名及繳費系統」報名（hkct.edu.hk/uchoice）
；或
 E-APP；或
 親身遞交報名表格到港專馬鞍山校舍或何文田校舍
放榜後報名方法
 可親赴港專 DSE 放榜招生中心；或
 於「網上報名及繳費系統」報名
課程

學額

資歷
級別

美容業專業文憑
( 資歷架構第 4 級）
美容業（化妝）
專業證書
( 資歷架構第 4 級）
美容業（甲藝）
專業證書
( 資歷架構第 4 級）
體適能及運動文憑

修讀
年期

DSE 畢業生入
學費
學要求
（全年）

四個月

 DSE 任何成
績；及
 通過入學面試

$21,100
$16,170

三個月

 DSE 任何成
績；及
$42,000
 通過入學面試

額滿
即止

港專馬鞍山校舍
港專何文田校舍
港專元朗教學中心
港專佐敦教學中心
九龍彌敦道 345 號永安九龍中心 11 樓
1101-05 室（港鐵佐敦站 A 出口）
• 港專觀塘教學中心
九龍觀塘開源道 71 號王子大廈 8 樓
（港鐵觀塘站 B3 出口）
• 港專長沙灣教學中心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368 號喜韻 2 樓
（港鐵長沙灣站 C2 出口）

一年

7 月 268 月 31 日

（星期一至五）

下午 2 時
上午 10 時至
至6時
下午 6 時
• 港專馬鞍山校舍
• 港專何文田校舍
• 港專元朗教學中心

* 收生中心安排會因應疫情或其他因素而改動，最新安排以網頁公布為準。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港專馬鞍山校舍
馬鞍山鞍誠街 2 號（馬鐵馬鞍山站 B 出口）
港專何文田校舍
何文田公主道 14 號（東鐵旺角東站 B 出口）
院校網頁
港專元朗教學中心
元朗水車館街 28 號萬金中心地下 22 號鋪（西鐵元朗站 B 出口）

2926 1222
enquiry@hkct.edu.hk
www.hkct.edu.hk/he

3

創意設計文憑
（視覺傳達）
創意設計文憑
（室內設計）
資訊科技應用文憑
商業及會計學文憑
商業及市場學文憑

上午 9 時至
晚上 7 時

7 月 24 日
（星期六）

$57,660

一年

4

•
•
•
•

7 月 21 日
（星期三）

 完成中六課
程；及
 通過入學面試

--

$39,096
$34,824
$28,152

6300 4936
hkct.buddy
hkct.ctihe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7 月 19 日：下午 4 時至 6 時
7 月 20 日、22 日至 23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7 月 21 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
7 月 24 日：下午 2 時至 6 時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Caritas Bianchi College of Careers）創校於 1971 年，
設「商業及款待管理」、「設計」、「健康科學」、「社會科學」和「通識教育及語文」
五個學系，提供副學位、專業文憑及文憑課程。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副學位或其
他文憑的學生可獲優先取錄，入讀明愛專上學院榮譽學士課程或副學位課程。

入學申請

資訊及招生日

 報名費：$100
 申請者可透過學院網頁直接報名。如親身報名，可先電郵 apply2021@cihe.edu.hk

或於將軍澳校舍索取申請表，填妥後遞交到學院

7 月 21 至 24 及 26 日
將軍澳翠嶺路 18 號
即場報名及面試

 學院收到申請後，將安排面試，屆時須攜同以下文件出席面試：

1.
2.
3.
4.
5.

香港身份證或護照正副本；
學歷證明文件正副本；
過去三年校內成績表正副本；
公開考試成績正副本；
不少於三份設計作品（只適用於報讀設計課程）。
課程

34

資歷級別

修讀年期

綜合教育文憑

3

一年

物業管理專業文憑

4

一年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DSE畢業生入學要求
 完成中六；及
 通過面試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將軍澳翠嶺路 18 號

學費（全年）

$46,810
$28,830

3702 4388
apply2021@cihe.edu.hk
www.cbcc.edu.hk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院校網頁

其他進修途徑

耀中幼教學院
耀中幼教學院（YCCECE）為香港唯一專注幼兒教育的高等學院，秉承耀中教育
機構近90年本地幼兒教育辦學及實行「從遊戲中學習」的經驗，提供政府認可的幼兒
教育學士學位至文憑課程。一年制的幼兒學文憑課程以全英語教學，著重提升學生的
中英語文能力；學生將到幼稚園進行兩星期的考察，親身體驗幼教工
作，為升讀高級文憑課程建立穩固基礎。畢業生原校升讀幼兒教育高
耀中幼教學院
級文憑課程可獲豁免部分學分，成績達到學院的指定要求，更可獲優
香港仔田灣山道 2 號
先取錄及入學獎學金。
3977 9877
9312 0733

入學申請

admissions@yccece.edu.hk
www.yccece.edu.hk

 可透過學院網頁、E-APP、電郵、郵寄及親身遞交報名表
 學院收取報名表後，將於三個工作天內聯絡申請人出席入學面試，屆時須

放榜期間收生安排
1. 到收生中心即場報名：
耀中幼教學院（香港仔田灣）
7 月 21 至 23 日（三至五）
：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
7 月 24 日（六）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7 月 25 日（日）
：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
7 月 26 日（一）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出示學歷證明正本
 面試後於兩個工作天內獲知取錄結果及獎學金詳情

課程講座 / 招生日 *

報名費

7 月 19 日課程講座
 7 月 21 至 26 日放榜招生日



#



$300

* 可獲豁免 $300 報名費
#
升學講座及招生日詳情以學院網頁公布為準（www.yccece.edu.hk）

課程
幼兒學文憑

學額

60

資歷
級別

3

修讀
年期
一年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完成中六；及
 通過入學面試

院校網頁

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
收生中心（九龍塘多福道 3 號）
7 月 21 至 22 日（三至四）
：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
學費（全年）

2. 網上報名、面試及接受取錄結果，詳細安排請
留意網頁：www.yccece.edu.hk

$60,140

青年會專業書院（ YMCA College of Careers ）是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創
辦之非牟利院校。創校至今，已為社會培育出數以萬計之職業專才。書院的基礎文
憑、文憑及高等文憑課程適合中五或中六同學報讀，符合市場需要，及有助畢業生
於職場發展。此外，書院的款待學文憑及室內設計文憑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評審局的學術評審，具質素保證，有助學員銜接書院的高級文憑課程。

入學申請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
（港鐵油麻地站 A2 出口）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 月 10 日（額滿即止）
 報名費：港幣 150 元

2783 3500 / 2783 3509
info_coc@coc.cymca.edu.hk
www.coc.cymca.edu.hk

 報名方法：遞交已填妥的申請表格及所需文件至書院，書院將安排即場面

試，並通知取錄結果；或於網上報名系統遞交入學申請（coc.cymca.edu.
hk/admission），書院將會甄選申請人進行入學面試，獲邀請的申請人將會
收到電話、短訊或電郵通知有關安排
 所需文件：香港身份證正副本、公開考試成績正副本、中五或中六成績表
正副本
課程
款待學文憑（國際廚藝及精品咖啡）
酒店及旅遊業務營運文憑
室內設計文憑
運動管理高等文憑
咖啡及廚藝基礎文憑 *
攝影與錄像製作基礎文憑 *
創意設計基礎文憑 *

學額

資歷級別

額滿即止

3
3
3
-----

院校網頁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

修讀年期
一年
一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完成中六；及
 通過入學面試
 完成中五；及
 通過入學面試

學費（全年）

$38,000
$45,600
$36,900
$36,900
$32,800
$29,800
$29,800

* 咖啡及廚藝基礎文憑、攝影與錄像製作基礎文憑及創意設計基礎文憑為 2021-2022 學年新課程，適合完成中五或以上的同學報讀。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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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進修途徑

明愛社區書院（Caritas Institute of Community Education）本著「關愛施教」
的信念，自 1963 年起已開展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至今已成為香港規模最大的教
育機構之一。書院開辦課程包括：毅進文憑及高級文憑等課程，課程更可銜接明
愛專上學院、本港及海外各大專院校的學位課程。

課程特色
明愛社區書院
總辦事處：中環堅道 11 號
粉嶺分校：粉嶺祥華邨 1 號停車場 3 樓
油麻地分校：油麻地石壁道 4 號
紅磡分校：紅磡戴亞街 5 號
元朗分校：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 1 號
荃灣分校：荃灣眾安街 146 號
屯門分校：屯門湖景邨湖月樓地下 21 至 34 室
天后分校：天后英皇道 75 至 83 號聯合出版大廈 1 樓

專業化妝、美甲及美容治療
師文憑主要教授美容業能力單元
的內容，包括美容、美容儀器、
化妝及美甲造型等範疇，使學員
有多方面發展。課程導師擁有豐
富的教授資歷架構美容業能力單
元課程的經驗，內容緊隨市場趨
勢，理論與實踐並重，讓畢業生
能短時間內投身業界。

3568 8688
mcu@cice.edu.hk
www.cice.edu.hk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上午 9 時至晚上 9 時
院校網頁

課程

學額

專業化妝、美甲及美容治療師文憑 *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修讀年期

40

十個月

 完成中五；或
 年滿 18 歲或完成中三及具一年工作經驗；及
 通過面試

學費（全年）

$35,000（分 10 期繳交）

* 畢業生可報考多項國際認可職業專業資格，亦可按情況獲工作轉介。

演藝進修學院（ EXCEL - Extens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Life,
HKAPA）是香港演藝學院的外展教學部門，致力開拓高水準的持續教育課程。學院
致力將音樂劇專業知識延伸至年青人，為年滿 16 歲，有志成為音樂劇或舞台表演
者，提供為期一年之音樂劇課程。

入學申請
於學院網頁下載並填妥申請表格，連同表格上列明之所需文件，
寄回學院。

課程諮詢
學院可向同學提供個別諮詢講座，同學須於網上預約或致電學
院。預約完成後，學院會透過電郵通知諮詢講座詳情及安排。

課程

學額

20

全日制音樂劇課程

修讀年期
一年

註： 1. 畢業生可獲 Pearson BTEC 第 4 級表演藝術英國國家高級證書（課程註冊編號︰252301）。
2.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課程可令學員獲取任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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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 3399

香港演藝學院演藝進修學院
灣仔告士打道 1 號

2584 8721
excel@hkapa.edu
excel.hkapa.edu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30 分

DSE 畢業生入學要求
 完成中六；及
 校內英文成績合格；及
 通過入學面試

院校網頁

學費（全年）

$51,000

報讀非本地課程注意事項

資料由教育局非本地課程註冊處提供

法例規管

無須註冊課程

非本地課程受《條例》及其附屬法例規管。經註冊課程已符
合以下註冊準則：


方式等授課的「純遙距學習課程」無須註冊。但主辦者可主動申

令學員獲取由非本地機構頒授非本地高等學術資格的課

請註冊，以表明課程符合註冊準則。

程：

學歷承認

-

該機構是在所屬國家獲認可的非本地機構；及

-

設有有效措施，以確保該課程的水平維持於可與在該
機構所屬國家內同一資格課程比擬的水平；而此事實
亦獲該機構、該國家學術群體及該國家有關評審當局

令學員獲取由非本地專業團體頒授非本地專業資格的課
程：

-

該專業團體承認課程目的是為頒授該專業資格，或協
助學員應付可獲頒授該專業資格的考核；及

-

該專業團體在所屬國家內，獲普遍承認為是有關專業

示該課程得到特別地位，或等同已通過評審的本地課程。該等
資格在就業時是否獲得承認，全由個別僱主酌情決定。

請在香港資歷架構下之本地評審；課程通過評審後，可獲等同
已評審本地課程的認可地位，並可載列於資歷名冊上，獲資歷
架構認可。同學可瀏覽資歷名冊網站（www.hkqr.gov.hk），查
詢已獲本地評審的非本地課程名單。

課程查證
同學可瀏覽教育局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課程網頁（www.

內的具權威性及代表性的專業團體。


即使非本地課程根據《條例》經註冊或獲豁免註冊，並不表

然而，有關課程主辦者可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申

（如有）認同；或


根據《條例》，僅透過郵遞、電訊傳遞或在商店發售資料的

非本地課程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
（第 493 章）
（下稱《條例》），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課程（下稱
非本地課程）是指在香港開辦，並令學員可獲由非本地機構頒授非本地高等學術資格（即副學位、學士學位、研
究生或其他專上教育資格），或由非本地專業團體頒授非本地專業資格（即《條例》附表 2 指明的學科的專業方面
的資格，並包括任何專業稱銜及專業團體的成員身份）的課程。如同學有意報讀此類課程，可先參考以下資料。

edb.gov.hk/ncr），查證有意報讀的非本地課程是否經註冊或獲

在費用的支付及退還方面有妥善安排。

豁免註冊。更多關於《條例》或非本地課程的問題，可向教育局

獲豁免註冊課程

非本地課程註冊處查詢。

在符合《條例》第 8 條之下，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
八所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演藝學院及香港公開大學合辦

教育局非本地課程註冊處
太古城太古灣道 14 號 6 樓 603 室

的非本地課程可獲豁免註冊。有關機構須確保獲豁免註冊課程

2520 0255 / 2520 0559
enquiry_ncr@edb.gov.hk

的水平及營運符合《條例》要求。

報讀注意事項
選讀根據《條例》經註冊或獲豁免註冊的課程。未確定課程是否經註冊或獲豁免註冊前，切勿繳付任何費用或款項。
留意課程廣告須述明註冊編號，或聲明該課程是獲豁免課程；廣告內亦須包括此聲明：「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
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留意取錄信須註明主辦者、非本地機構∕非本地專業團體及課程名稱。
在簽署任何文件或繳交款項前，查明支付及退還的安排，及在繳款後向主辦者索取收據。
報讀根據《條例》下無須註冊的純遙距學習課程前，必須先向課程提供者∕主辦者查詢詳情，特別是所頒授的資格、
費用的支付及退還的安排，在清楚詳情後方繳付款項。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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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審全日制非本地學士課程一覽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整理
（資料由院校提供）

本篇列載 2021/22 學年經評審全日制非本地學士學位課程，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為資歷架構第五級，資歷相
當於本地大學學士學位。以下僅列出各課程的 DSE 成績入學要求，其他學歷的入學資格，請向院校查詢。

非本地課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資訊日∕即場招生日

金鐘統一中心 6 樓
2910 7611（課程查詢）

www.hkuspace.hku.hk/ic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視乎收生情況而定）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課程名稱

首年 修讀
學額 年期

頒授院校

BSc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

BSc Banking and
Finance
BSc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S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London 待定

3
3
3

7 月 21 至 23 日
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金鐘海富中心 3 樓
課程性質、概要

DSE 成續要求

學費（每年）

課程由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LSE）註 1 設計及考核，涵蓋會計及金融等專業知
識，並為計劃從事會計及金融行業的學生打好基礎。
課程由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LSE）註 1 設計及考核，涵蓋銀行學、金融、財務
管理及風險分析等專業知識，讓學生有穩健的基礎以從事有關銀行業及金融
業的分析性工作。
課程由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LSE）註 1 設計及考核，為學生提供商業及管理所
需的廣泛知識，涵蓋會計學、經濟學、管理學、市場學、財務學等必須領域。
課程由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LSE）註 1 設計及考核，涵蓋經濟學及管理學等重
要領域，為學生將來從事經濟金融行業建立良好的基礎。

DSE 甲類科目達
「33」
（包括英文）
；
「222」
（包括數學；毋須
包括中文及通識科）

HK$61,600 註 2

註：1. LSE 於 QS 世界大學排名名列第 49 位（資料來源 :2021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並在會計及金融科目，全球位列第 4；經濟及經濟學科目，全球位列第 6；商業及管理學科目，全球位
列第 11。（資料來源：2021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2. 其他費用：（ 1 ）申請費： HK$ 150 及£ 107 ；（ 2 ）註冊費及考試費：第一年£ 2 , 530 ，第二年及第三年各£ 1 , 907 ；及（ 3 ）考試費（以 2019 / 20 計算）
；第一年 HK$ 3 , 815 ，第二年及第三年各
HK$3,085。（以上費用可能因應每年情況調整）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九龍塘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李達三葉耀珍學術樓 2 樓 2410 室

3442 7423

即場報名、面試及取錄

www.scope.edu/3-yearUKdegree

7 月 21 至 23 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報名日期：現正招生，額滿即止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課程名稱

合辦∕
頒授院校

修讀
年期

香港城市大學（待定）
課程性質、概要

 發展學生的學科專業知識及職場應用技能，提供理論探討、技能實踐、商業資訊系統策劃等
商業資訊科技
榮譽理學士

3
Coventry
University,
UK

航空管理
榮譽理學士

3

商業管理
榮譽文學士

3

公共行政及管理
榮譽文學士

De
Montfort
University,
UK

市場學榮譽
文學士

應用社會科學
榮譽文學士

3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UK

英語國際企業
傳意榮譽文學士
國際商業傳意
榮譽文學士
（中文專業）
國際商業傳意
榮譽文學士
（日語專業）

3

3
3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K

 課程著重教授在商業環境下如何有效運用英語傳意技巧。
 可選修「市場學」或「翻譯及傳譯」其中一個專業範疇。
 畢業生可選擇在行政及管理、市場及營銷等行業發展。
際視野。

 讓學生了解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學習與商業管理有關的知識和思考模式，為日後在多元文化
的環境下工作奠下基礎。

 培養學生多元思維及解難能力，學習建立人際溝通的技巧，為人生和事業作長遠規劃。

註： 1. DSE 五科達第 2 級（包括英文）亦可申請入學，惟須先修讀為期五個半月之全日制「國際學位基礎教育文憑」。
2. 以上課程須通過面試。

38

學友社學生專線

 五科達 15 分（分數以考

學費
（每年）

獲級別計算）
，且英文
達第 3 級；及
多元學習模式。
 課程內容根據英國電腦學會的指引制訂，更邀請業內人士提供意見，以切合行業實際需要。  其餘四科達第 2 級，其
 畢業生可受聘於軟件程式開發、資訊科技顧問、資料庫管理、項目管理、商業系統支援等相 中一科須為數學、物
理、設計科技、電腦或
關行業。
相等學科註 1
 學生除可以學到航空業內的商業及管理基本知識，亦會深入了解業內不同機構的特質及運作  五科達 15 分（分數以考
 課程中專設的附加學科可以增進同學語文能力及演說技巧，這些都是將來投身航空業所需的 獲級別計算），且英文
達第 3 級；及
技能。
 本課程獲得英國營運工程師學會的認可。所有畢業生根據個人資歷，皆可申請成為學會的畢  其餘四科達第 2 級，其
業生會員或正式會員。
中一科須為數學科註 1
課程能讓學生掌握不同的商業管理能力，提升學生於就業市場的競爭力與優勢。

 課程設有「市場學」和「人力資源管理學」專科選修。
 De Montfort University, UK 提供獎學金計劃予學員。
第一年：
 學術訓練嚴謹，理論與實用兼備，緊貼社會發展，課程內容與政府運作環環相扣，切合實際
HK$55,200
環境需要，為有志投考公務員的學生帶來優勢。
 課程由資深的本地導師及經驗豐富的業內人士任教，師資優良。
第二年：
 De Montfort University, UK 會頒授獎學金予成績優異學生。
HK$69,000
 學生可同時學習傳統和數碼營銷之知識。
 課程內容實用，切合本地就業市場之需要。
第三年：
 畢業生可選擇於本地或英國大學升讀碩士課程。
HK$124,200
 學位由 De Montfort University, UK 頒授，畢業生可獲英國市場營銷專業協會認可之豁免。
 五科達 15 分（分數以考
 學生可使用 De Montfort University, UK 大學網上學習平台和圖書館設施。
獲級別計算）
，且英文
達第 3 級；及
 特別為有志投身社會服務的學生而設。
2 級註 1
提供社會服務實習機會，理論與實踐並重。
其餘四科達第


 畢業生可在公營及私營機構內任職。

 結合「英中」或「英日」商業傳意及國際文化元素，提升學生的語文傳意能力，開闊他們的國
3

DSE 成績要求

2503 3399

香港藝術學院
柴灣校舍：柴灣柴灣道 238 號青年廣場 8 樓 819 室

2922 2822

www.hkas.edu.hk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7 月 21 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
7 月 22 及 23 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有關七月及八月份之課程講座 , 請瀏覽學院網頁：www.hkas.edu.hk
課程名稱

合辦∕頒授院校

修讀
年期

DSE 成績要求

課程性質、概要

學費（每年）

 課程旨在發展同學個人之創造力，並提升其對當代藝術的認知、分析和
藝術文學士
（陶藝∕繪畫∕
攝影∕雕塑）

澳洲皇家墨爾本
理工大學

3

理解能力。透過廣泛且深入的藝術實踐，加強同學對自我的肯定和提升  五科達 15 分（分數以考獲級
個人之完整視野，讓同學體現成為專業的藝術家。
別計算；包括三科核心科），
且每科須達第 2 級；及
 課程由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及香港藝術學院的講師聯合教授（每學年
包括兩個學期，而每個學期有一至二星期由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之  英文達第 4 級或以上；及
講師授課的「密集研討會」，及十二至十四個星期由香港藝術學院講師授  須於面試時展示作品集
課的「常規上課週」）
，讓學生能擴闊國際及本地藝術視野，並從中得益。

HK$99,690

非本地課程

課程講座

註：以上為 2021/22 學年年度學費，2022/23 學年及其後年度的學費，將按政府每年公布之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omposite Consumer Price Index∕CCPI）作年度調整。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深水埗南昌街 213 號

2782 2433
www.hkit.edu.hk/en/degree.php
6760 9388
課程名稱

合辦∕
頒授院校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 月中（開學前一星期）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星期六：下午 2 時至下午 6 時

修讀
年期

學費
（每年）

DSE 成績要求

課程性質、概要

 提供全面而深入的知識、理解和技能培訓，讓學生明白在瞬息萬變的環球商
業世界中，如何有效經營牟利及非牟利組織。

商業學（榮譽）
文學士

網絡保安
（榮譽）理學士

3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犯罪學、警務、
鑑證學（榮譽）
文學士

 旨在培養學生對職業和實踐有批判性的理解，在複雜環境下有效管理企業，
並掌握企業家的精神。

 鼓勵學生發展出成為未來管理者的技能和能力。此學生需要能夠在戰略和戰
術層面做出管理決策，強調業務和管理的複雜性和動態，並認識到影響管理
決策的各種因素。

 課程涵蓋網絡編程、數據庫、數據結構、密碼學、網絡安全、網絡犯罪等核
3

3

心科目，理論與實務結合，為同學打好堅實基礎的同時，並讓同學了解及理
解網絡安全的尖端技術與解決方案。
 完成課程後，學生將擁有必要的數學，編程，網絡安全知識和技能，從而更
好的裝備自己，以從事網絡保安領域的相關工作。

 學習犯罪理論、治安執法及鑑證調查，幫助學生建立法治及守法的精神。課
程亦提供鑑證調查實習、模擬罪案調查實習及參觀司法機構，培養學生在執
法機構工作的興趣。

 五個科目取得 15

分（最佳五科），
英國語文科和數
學科須取得第 3
級或以上，其餘
科目須取得第 2
級註 1、2 或以上；
或
 具有等同上述標
準的資格；或
 在課程開始前須
年滿 21 歲或以
上，並通過評核

第一年：$59,000
第二年：$76,000
第三年：$76,000
扣除 NMTSS 資助註 3 後
第一年：$25,900
第二年：$42,900
第三年：$42,900

 課程旨在培養學生有更廣泛的個人和專業技能，幫助他們面對現今商業市場
的挑戰。

 課程的科目圍繞國際及現代商業的實境而設計，讓畢業生在步入職場前做足
商業（榮譽）
文學士

款待、旅遊及
活動管理
（榮譽）文學士

3

Glyndwr
University

準備。因此，本課程將協助學生找到個人學習及發展的方向，他們將有機會
了解企業的實際運作及管理，提早學習到僱主要求員工應具備的知識和技能。
 學生於學習期間，將在具豐富商業理論的學者和專業人士身上，深入了解商
業的應用及管理哲學。課程將重點教授商業智慧和管理技能，使學生擁有成
為成功人士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同時培養他們的企業家精神，日後有機會發
展個人事業。

 課程旨在發展學生的實用技能，並教授酒店、旅遊和活動管理行業所需的重
3

要知識。

 課程科目旨在啟發學生的思想，學習廣泛的知識及掌握實際經驗，如舉辦與

管理活動、旅遊景點管理、服務和關係營銷、企業社會責任和人力資源管理。

 課程旨在加強學生對會計及財務原則的理解，使他們掌握在相關行業取得成

$48,000

 五個科目取得 15

分（最佳五科），
其中英國語文科
須取得第 3 級或
以上，數學科須
取得第 2 級或以
上，其餘科目須
取得第 2 級註 2 或
以上

扣除 NMTSS 資助註 3 後
$14,900

功所需要的知識及技能。

會計及財務
（榮譽）文學士

3

$52,000
扣除 NMTSS 資助註 3 後
$18,900

 學習如何閱讀和解釋會計資料。除此以外，學生亦會探討會計的發展如何滿
足社會的需要，並向決策者提供有用的資料。
 學習以裝備學生工作為本，使用案例和教導學生解決問題。畢業生將具備能
滿足現時及未來市場需要的知識和技能，為就業做好準備。

註： 1. 應用學習科目「達標並表現優異」、「達標並表現優異 (I)」等同 DSE 第 3 級，
「達標並表現優異 (II)」等同 DSE 第 4 級，最多計算兩科。
2. 需通過面試，如五科成績有一科為第 2 級，比如數學，若通過面試可特別取錄。
3. 學生須符合 NMTSS 的申請資格，即 DSE 考獲「3322」的成績（中英文達第 3 級，數學及通識達第 2 級）。

如報讀非本地課程前，不妨參考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前總幹事的
選報課程實用貼士，以作出最合適的選擇。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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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升學四問
留學漫遊

到海外升學，在優美的校園環境下，感受異國風
情，與當地學生談笑風生，提升外語能力，實在令人
嚮往。然而，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多國實
施不同程度的措施限制非本地人士入境。有研究指出
疫情或許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在決定到海外升學前，
同學務必考慮以下各項，才作出決定。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督導

二問

譚家雄

如何選擇留學的地區？
同學宜考慮以下「IELTS」五項因素：

Immigration Policy 入境政策

持 BNO 或香港特區護照的同學，到不同國家所需的簽證時

間不同。同學須了解有關國家的學生簽證申請程序及所需文
件，盡早辦理簽證申請。部分國家不容許留學生兼職，如有需

一問

本地升學還是外地升學？
同學宜考慮以下「SAT」三項因素：

Support 經濟支持

不同國家及院校的生活費、住宿費和學費不一，平均一年

開支動輒十萬至三十多萬不等。同學須按個人及家庭的經濟能
力及院校的分期付款安排，以考慮是否適合到外地升學。

Ability 個人能力

要半工讀，則應考慮其他國家。

Environment 環境

同學須評估自己能否接受當地的氣候，如：季節性溫差及

日夜溫差等。如患有哮喘，同學較適宜前往全年氣候溫和的國
家升學。同學亦須考慮當地的交通情況，是否方便日常生活。

Linkage with Family 與家人聯繫

一個人身處海外，很多事情得自己解決。在留學初期，同

香港與海外地區在語言、文化、教學模式、學習風氣等都

有差異。例如﹕海外大學多要求同學主動積極參與課堂討論，
自發探求真知，而非被動地聽課。同學須考慮自己的適應能力。

Target 留學目標

同學須了解自己的留學目標，是為了享受獨立的生活？入

讀世界排名較高的大學？修讀香港沒有開設的專業？學習外
語？準備長遠在外地發展？還是擴闊眼界？本地大學近年增加
了不少短期境外交流的機會，同學可按需要及能力選擇到境外
交流一個學期或一個學年不等。因此，同學須釐清合理的留學
目標，才決定到外地修讀整個本科課程，還是留港升學，但參
與短期境外交流課程。

學或會難以適應新生活。若在當地有親人或朋友提供支援，這
未嘗不是好事。同學亦應考慮當地與香港的時差，評估自己能
否在適當時間透過電話或互聯網等通訊媒介與在港的親人及朋
友聯繫。

Term-time 修讀年期

現時外地大學大致分為三年制和四年制，前者較重視專業

範疇，後者則在入學首一兩年著重通識科目。部分學位課程和
榮譽學位課程修讀年期也有差別。同學須明白修讀年期不同，
所需的留學預算費用也不同。同學亦須留意個別院校的入學月
份（一般分春季或秋季入學）及上課模式（一般為面授課程，但
有部分課程或因應疫情改為遙距教學）。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水平

同學須考慮當地的生活物價指數及一般居民生活狀況。同

學可考慮向有關領事館或海外升學輔導機構查詢是否有獎學金
或助學金可供申請。部分國家的治安或政局可能未如理想，同
學亦須多加留意。同學亦須了解不同的海外升學保險計劃，尤
其須細閱保障範圍及條件，以減低將來因疫情而中斷入學安排
導致任何損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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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外地升學的課程？
同學宜考慮以下「TOEFL」五項因素：

報名前要注意甚麼？

四問

同學宜考慮以下「GCE」三項要點：

Threshold 入學門檻

Gearing up now 立即作準備

所提及的入學門檻及參考過往收生成績數據，按能力選擇院校

同學已決定到外地升學，應盡早計劃申請的日程，包括準備申

及課程，否則縱然成功入讀也未必能輕鬆應付課業要求。部分

請文件邀請師長撰寫推薦函、安排應考公開考試及辦理簽證

國家容許同學以中四及中五的成績報讀海外大學基礎課程，免

等。雖然多所海外大學因疫情而停課，但是來年的入學申請程

卻在港參與文憑試。若同學完成一年制課程並達到相關要求，

序仍然繼續。同學可參考相關院校的網站獲取最新的報讀安排

可升讀大學一年級。

資訊。

Orientation 興趣取向

Consultation 諮詢

海外大學眾多，收生要求也有分別。同學應留意入學簡章

同學選擇課程應以興趣取向為先，切忌隨波逐流，勿只選

一般海外升學的申請須於開學前至少半年至一年提出，如

有興趣負笈求學的同學，多會尋求海外升學輔導機構的協

擇不感興趣但一般人均選擇的熱門學科。這樣的話，自己或許

助；那些機構提供的資訊能為同學節省不少時間和工夫。然

未能享受學習的過程，只會讀得倍感吃力。另外，由於將來的

而，同學宜聯絡多於一間有口碑和信譽的機構，對照不同的資

就業情況未能準確預計，同學不應在選擇課程時只考慮將來的

料，以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大學和課程。該些機構或會為有海外

就業取向。

院校舉辦展覽會或網上諮詢服務，甚至安排院校在香港面試及

Evaluation of Qualifications 學歷評審

收生，同學亦應留意相關資訊。

同學於外地考取的大學學歷一般須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評審局申請審核；而專業資格的認可則須向相關的認可專業機

Examinations 海外考試

同學應知道不同國家的大學要求申請人持不同學歷，同學

構查詢。另外，榮譽學位和非榮譽學位課程在豁免專業考試及

應預早報考相關的學能傾向∕學科公開考試（如 SAT、GCE 等）

升學方面的認受性亦有所不同。

及英語能力考試（如 IELTS、TOEFL 等）。一旦失手，同學仍有

Fame 知名度

充足時間準備重考，否則入學申請可能因而延誤。在疫情下，

不同國家均有一些熱門或知名課程，例如：瑞士的酒店旅

遊課程、澳洲的獸醫課程等。同學若對該些課程有興趣，不妨
考慮到該些國家的相關院校升學，畢業後投身相關專業時應有

部分海外考試暫時停辦或延遲。同學須瀏覽相關海外考試承辦
機構的網站了解考試安排。

2020年中六畢業生外地升學統計調查

更高的認受性。然而，同學須小心細閱不同機構所公布的大學
排名，了解排名的準則是以整個大學還是以個別學科為評核對
象。不同的排名結果只供參考，同學切忌只按排名選擇院校及

留學漫遊

三問

英國

1,071人
17.8%

臺灣

1,577人
26.2%

課程。

Life at Campus 校園生活

同學亦應了解不同院校的校園特色，如：有否成立留學生

組織協助留學生適應生活？有甚麼措施向留學生提供生活上的

內地

1,877人
31.2%

適時支援？有哪些社交活動供留學生參與？
其他

405人
6.7%
加拿大
270人

4.5%

美國

157人
2.6%

澳洲

652人
10.9%
資料來源：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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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留學漫遊

隨著中國內地發展日益蓬勃，愈來愈多香港學生選擇前往內地升讀大學課程。港生赴內地升學，可直接以
文憑試成績經文憑試收生計劃報名。未持有文憑試成績，或成績未達要求的同學，可應考港澳臺僑聯招試報讀
內地院校，或透過個別院校獨立招生。同學宜了解各途徑的特點，按需要作出選擇。

學制
內地高等教育可分為專科教育（類近香港副學位∕專上
課程）、本科教育（學士學位課程）和研究生教育（碩士及博
士學位課程）。內地大學本科一般專業為四年制，個別專業
如醫科、中醫等為五至六年制。碩士研究生一般為二至三
年制，博士研究生一般為三年制。現時內地院校主要開放
本科生及研究生對香港學生招生。

國家教育部推出的文憑試收生計劃讓香港學生可以文憑試成績
報讀參與計劃的內地院校，免卻應付多一次內地考試的壓力，亦方
便港生報讀內地院校。沒有應考文憑試，或成績未達標的同學，可
透過應考入學試（包括港澳臺僑聯招試及個別院校獨立招生），或
獨立招生院校的免試申請來報讀內地大學。港澳臺僑聯招試涵蓋院
校及專業較多，獨立招生則由各院校自定收生要求及程序。同學須
留意，這些入學考試的考試大綱多以內地課程為藍本，香港學生要
花額外時間準備。

報讀大學本科課程的 3 大途徑

各入學途徑的報名及入學資格、可報讀院校、報名及報考安排
均有不同，同學應加以分析，才作決定。

香港高中畢業生

北大、清華、
復旦

文憑試
收生計劃
港澳臺僑
聯招試

學費及生活費

學校
推薦入學
考試入學

個別院校
獨立招生

暨大、華大
兩校聯招

免試入學

香港學生報讀內地大學本科課程，主要可透過三個途
徑：

1.

文憑試收生計劃（內地院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
計劃）
（127 所院校 )

2.

港澳臺僑聯招試（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
收華僑港澳臺灣學生入學考試）
（300 多所院校 )

3.

個別院校獨立招生（五所內地院校 )

註：參與院校數目為 2021/22 學年數據。

《內地院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指南》
學 友 社 自 2012 年 起 ， 獲 教 育 局 委 託
擔任文憑試收生計劃指南的顧問及編輯工
作，內容包括內地升學概況、文憑試收生
計劃詳情及策略、各參與院校的介紹及招
生課程一覽、畢業港生出路等。電子版本
亦上載至教育局網頁。

廣東省聯合招生辦公室
（文憑試收生計劃∕港澳臺僑聯招試）

86-20-89338633
eea.gd.gov.cn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文憑試收生計劃∕港澳臺僑聯招試）
上環蘇杭街 69 號 25 樓 2501 至 2503 室
（港鐵上環站 A2 出口）

2542 4811
admissionscheme@hkceec.hk
www.umainlan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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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費用（人民幣）*
約 ¥2,260 至 28,000
約 ¥4,600 至 20,000
約 ¥7,000 至 15,000
約 ¥15,000 至 86,000
約 ¥600 至 28,000
約 ¥9,600 至 36,000

項目
一般專業本科學費
醫學類專業本科學費
藝術類專業本科學費
中外合辦專業本科學費
住宿費
生活費
* 不同城市的生活水平有差異，以上費用僅供參考。

香港政府提供內地升學資助
香港政府推出「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資助在指定的百
多所內地院校修讀學士學位課程而有經濟需要的香港學生。於
2020 / 21 學年，通過入息審查的學生，可於課程正常修業期內，
獲每年最高 HK$16,800 或 HK$8,400 資助。計劃設「免入息審查資
助」，為合資格學生提供每學年 HK$5,600 定額資助。2021/22 學年
指定院校包括「文憑試收生計劃」的 127 所院校，及另外約 52 所院
校。詳情可瀏覽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musss
此外，國家教育部、不同機構都設有獎學金可供赴內地升學的
香港學生申請，詳情可瀏覽《大中華升學指南 2021》網上版。

《大中華升學指南》
電子版本

學友社每年 2 月出版的《大中華升學指南》詳載
內地、臺灣及澳門的最新升學情報，今年起更改為
網上版推出，可於學友社 student.hk 網站，「熱選
專題」欄目點擊閱覽。

電子版本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港澳臺僑聯招試∕研究生）
北角英皇道 83 號聯合出版大廈
1404 至 1405 室

暨南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
上環干諾道中 200 號信德中心
西座 10 樓 1007B 室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國際及專業考試部
（港澳臺僑聯招試∕暨大、華大聯招）
新蒲崗爵祿街 17 號 3 樓

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
北角英皇道 367 至 373 號上潤中心
19 樓 D 座

2892 1267
bhkaec@bhkaec.org.hk
www.bhkaec.org.hk

3628 8787 / 3628 8711
ie1@hkeaa.edu.hk
www.hkeaa.edu.hk

2540 4778 / 2540 4779
hongkong@jnu.edu.cn /
ozsb@jnu.edu.cn
zsb.jnu.edu.cn

2564 5133
hquhk@yahoo.com.hk /
hqdxjwzs@sina.com
zsc.hqu.edu.cn

內地升學途徑一覽
文憑試收生計劃
（127 所院校）
免試

報名形式

應屆文憑試考生：成績達「3322」*
（個別院校或有更高等級要求）

修畢中六

報名日期（2021 年）

3 月 1 至 31 日

3 月 1 至 15 日

報名地點

網上報名

網上報名

考試日期（2021 年）

不適用

5 月 22 日至 23 日

北大：5 月

5 月 15 日至 16 日

考試∕面試地點
報名費
錄取名額

各院校自行決定

香港（由考評局安排）

地點見准考證

錄取公布（2021 年）

7 月下旬

6 月中下旬

北大：網上面試
不適用
小量
清華：5 月
北大：6 月

HK$460
不定

HK$550
不定

留學漫遊

報名∕入學資格

個別院校獨立招生
北大、清華、復旦
暨大、華大
免試
考試∕免試
考試：修畢中六
修畢中六、校內成績優異∕
免試：同屆文憑試成績達
校長推薦
「3322」，或五科總分達 12 分
北大：3 月 16 日至 4 月 14 日
考試報名：3 月 1 至 15 日
清華：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1 年 1 月 11 日
免試報名：7 月 21 至 27 日
復旦：3 月 1 至 20 日
 考評局
 中旅社 7 間分社
北大、復旦：網上報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港澳臺僑聯招試
（300 多所院校）
考試

HK$550
不定
待定

* 報考體藝類專業者最低錄取標準為「2211」
，而「校長推薦計劃」內的考生則為四科核心課程（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數學科及通識教育科）的總分數達 10 分或以上，且每科不得低於第 2 級。
註：相關計劃安排詳情按官方公布為準。

主要出路途徑

學歷認可

回港發展

升學銜接







公務員：持有由香港以外院校（包括
內地院校）所頒授之學歷的人士亦可
申請公務員職位。政府會按既定程
序就有關申請安排學歷評核，如申
請人所持有的學歷被評核為達到所
投考職位的入職要求，並符合有關
職位的其他入職要求，其申請會獲
考慮。
中港業務機構：現時不少中資機構
在香港設立分公司，而香港金融機
構亦於國內開展業務，在內地大學
畢業的港生熟悉內地市場及社會狀
況，且具香港居留權（有簽證上的便
利），對在私人企業發展會有一定優
勢。
冷門專業：內地院校學科專業設置
齊全，包括不少香港院校未有開辦
的專業，如農業、園藝、航空航天
工程等，具冷門專業知識會有發展
優勢。



若學歷獲認可並符合投考專業資格
要求，可從事相關專業（如教師）。



符合特定專業要求者可循指定途徑
考取香港執業資格。



報讀香港院校研究生課程。

內地發展


加入內地各類企業，發揮個人對兩
地及國際情況的認識。



報讀內地院校研究生課程。

海外發展


投身外國商業及金融機構，以自身
對國情的了解，協助開拓中國市場。



報讀外國研究生課程。

國家教育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已於 2004 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相互
承認高等教育學位証書的備忘錄》，兩地院校在升學銜接上正式互認學士學位及以上
之資歷。

學歷評估及資歷評審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為持有非本地（包括內地及海外）學歷的人
士提供學歷評估服務。在內地院校獲取的學歷可呈交評審局，讓局方評估該總體學歷
是否達到標準，以在香港取得某特定資歷。據評審局 2018/19 年度年報的統計資料，
該年度以內地學歷申請學歷評估的個案共 1,160 個，當中 99.7% 獲評定為與香港資歷架
構中相對的學歷水平。

專業資格互認
內地與香港部分專業分別設有不同的專業資格制度，兩地有關專業團體會不時簽
定各項互認協議。各專業的互認安排及細節各異，且不時修訂，同學應向各專業機構
了解詳情，亦可瀏覽 CEPA 專題網站（www.tid.gov.hk/tc_chi/cepa/）。

部分界別的香港專業資格


醫學界：內地醫科畢業生（西醫、中醫及牙醫）須通過執業考試獲取在香港的執業
資格。當中尤以中醫藥大學較受香港學生歡迎，目前有 30 所內地院校的中醫課程
獲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下中醫組認可，完成課程的學生可報考香港中醫執業
資格試。



法律界：在內地完成法學學位課程的香港學生，須按不同情況完成相關普通法的
銜接課程及在有關考試中取得及格成績，方獲專業證書（PCLL）入學資格。報讀
PCLL 課程後，再完成實習律師合約或指定的大律師實習期，才能分別獲認許成為
律師（Solicitor）或大律師（Barrister）。



會計業：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的專業資格課程（QP）是在香港成為執業會
計師的最主要途徑。2020 年公會推出新專業資格課程（新 QP），提供全面培訓，
讓不同資歷而有志投身會計業的人士考取會計師資格，迎合企業對會計師工作的
多元要求。若持有等同香港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或以上的內地任何學科學歷，均
享有報讀新 QP 的資格。其中，若持有受認可的內地會計學學位，報讀新 QP 時可
申請單元豁免。



工程界：要在香港成為執業工程師，要先成為香港工程師學會的法定會員，即須
具備認許學術資格及相關工作經驗，並通過專業評審。目前，該學會認許學術資
格包括經該學會及「華盛頓協議」成員審核的工程學位。中國已於 2016 年成為「華
盛頓協議」的正式會員，經由中國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協會認證的相關工程教育專
業，可獲各正式成員間相互認可。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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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後注意事項
2. 港澳臺僑聯招試

1. 文憑試收生計劃



2021 年 7 月下旬：公布正式錄取結果
2021 年 7 月底：達到最低錄取要求而未獲錄取的考生，可

留學漫遊

登入錄取系統，申請參與院校補錄






2021 年 6 月中旬：公布考試成績
2021 年 6 月下旬：考生於網上填報志願
2021 年 7 月初至中旬：聯招辦進行錄取工作
2021 年 7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被錄取的應屆高中畢業生須
在報名系統上傳高中畢業證書及中六下學期的成績單

大灣區內地城市一覽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迅速，帶來更多的升學、就業及創業機遇。除了香港及澳門，大灣區亦涵蓋廣東省九個城市，當中有不少
院校參與「文憑試收生計劃」，香港學生可直接以文憑試成績報名升讀，又或報考「港澳臺僑聯招試」等。而畢業生亦可獲院校發
放《就業協議書》，簽發《就業報到證》，方便在內地求職就業，又或選擇回港發展。
* 以下資料參考自粵港澳大灣區 bayarea.gov.hk

 「中國硯都」美譽
 連接大西南樞紐門戶城市
 推動工業和創新發展

 「千年商都」美譽
 國家中心城市
 國家綜合性門戶城市

 「世界工廠」美譽
 先進製造業中心
 國家創新型城市

 大灣區東岸重要樞紐門戶
 電子資訊產業基地
 首批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城市

肇慶

廣州
惠州
佛山

東莞

 與廣州共建「廣佛都市圈」
 全國先進製造業基地
 中國第一批農業產業化的示範基地

深圳

中山

 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
 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
 國家創新型城市

香港

江門
珠海
澳門

 大灣區西翼重要綜合交通樞紐
 世界級先進製造業基地
 創新科技成果產業化基地

 經濟特區之一
 唯一與港、澳陸路相連的城市
 珠海港為中國沿海主要樞紐港
 「中國僑都」美譽
 先進製造業城市
 珠西綜合交通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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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內地城市收取香港學生院校一覽表
城市

深圳
珠海
佛山
東莞
江門
肇慶

文憑試收生計劃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港澳臺僑聯招試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獨立招生
P

留學漫遊

廣州

院校
中山大學
暨南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華南農業大學
廣州醫科大學
廣州中醫藥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
廣州美術學院
星海音樂學院
廣州大學
廣東工業大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南方醫科大學
廣東藥科大學
廣州體育學院
廣東財經大學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
廣東金融學院
廣州城市理工學院
廣州華商學院
廣東白雲學院
廣州南方學院
深圳大學
南方科技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
珠海科技學院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廣東醫科大學（* 分設東莞及湛江分校）
東莞理工學院
廣東科技學院
五邑大學
肇慶學院

交通攻略
香港與廣東省九個城市交通網絡發達，積極打造更便捷的交通圈，方便市民來往兩地。從香港出發，學生可以根據班次、價
格、上落點等，選擇乘搭車、船或高鐵到廣東各個城市。
城市
廣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東莞
中山
江門
肇慶

高鐵

直通巴士

交通網絡
港珠澳大橋
穿梭巴士

城際直通車

東鐵

船

P（約 48 分鐘）
P（約 3 至 4 小時）
P（約 2 小時）
P（約 14 分鐘）
P（約 5 至 30 分鐘）
P （約 50 分鐘） P（約 1 小時）
P*（約 1 小時 48 分鐘）
P（約 2 小時）
P（約 40 分鐘）
P（約 70 分鐘）
P（約 1 小時 22 分鐘）
P（約 3 至 4 小時）
P#（約 49 至 1 小時 4 分鐘） P（約 3 小時）
P（約 39 分鐘）
P（約 3 至 4 小時）
P（約 1 小時 15 分鐘）
P*（約 1.5 小時）
P（約 3 小時）
P（約 1.5 小時）
P*（約 2 小時）
P（約 4 小時）
P（約 2.5 小時）
P（約 5 小時）
P（約 4 小時）

註 1： 資料參考自香港旅遊發展局
註 2：表格中的車程時間僅供參考，可能會因應不同情況而有出入
* 沒有直達的高鐵車站，需在廣州南站轉乘
#
沒有直達的高鐵車站，需在深圳北站轉乘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49

臺灣

臺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留學漫遊

因臺灣與香港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差異不大，學校多擁有廣闊的空間及優美的校園環境，加上香港文憑試考
生可透過「聯合分發」免試入學，近年更新增多元升學方式，如「個人申請」、「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升讀
科技大學兩年制學士班」、「各校單獨招生」等，一向是香港學生赴海外求學的熱門選擇。

學制

大學課程入學資格

臺灣高等教育學制分為學士班（包括兩年制學士班）、碩士
班及博士班等三種學程。學士班課程大多以四年制為主（修讀
輔系、雙主修或跨國雙聯學制或需延長修業年限），畢業後可再
繼續修讀碩、博士班。

符合以下兩種條件，且經查證屬實，即可享有專為香港學
生而設的赴臺升學機會：
一、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
二、最近連續居留境外六年以上（申請就讀醫學、牙醫及中醫
學系者需滿八年；所稱境外不含臺灣）。
註： 同時持有外國護照之香港永久居民，亦可透過海外聯招會或向各大學院校申請入學，就學
及輔導得準用港澳生權益。

港生赴臺升學路徑圖
透過海外聯招會統一報名
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各校院自行招生

高中畢業生

各校單獨招生

個人申請

未錄取

聯合分發

香港副學位畢業

未達大學
最低錄取標準
所填志願
已無名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僑生先修部
申請改分發

大學校院（學士班）

符合結業
資格者

科技大學兩年制學士班
（相當於入讀大學三年級）

備註：
註一：█以「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為統一報名途徑，報名詳情按當年度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註二：█各大學校院自行招收學生，須自行向各校報名，報名詳情及程序按各校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註三：報讀個人申請如未獲分發學位，會自動進入聯合分發，學生無需重複報名聯合分發。
註四：█海外聯招會途徑及█各校單獨招生途徑，僅能擇一管道入學。

報名途徑

*

3. 自願免試申請臺師大僑先部

1. 學士班個人申請
報名時按志願校系要求上傳審查資料，由海外聯招會將申
請資料分轉各校審查，再按各校審查合格排序、招生名額及志
願順序（最多選填四個校系志願）分發，未獲錄取者則進入「聯
合分發」。

2. 學士班聯合分發
在香港的中學（包括國際學校）畢業，以文憑試成績報名，
由海外聯招會按報名學生成績高低、招生名額及志願順序（最
多選填七十個校系志願）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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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 3399

若成績未達入讀大學門檻，可報名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僑生先修部（簡稱僑先部），翌年 6 月以僑先部結業成績及校系
志願分發大學，9 月註冊入讀大學一年級。

4. 單獨招生
根據臺灣教育部「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與「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法」，大學校院自行招收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招
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選方式及其他相
關規定，均依照各校訂定招生簡章辦理。
* 僅列出香港中學文憑試畢業生可直接報名的入學途徑。

報名日程
學制

報名方法

報名日期#

放榜日期#

依各校審查結果

2020年11月1日至12月18日

2021年3月19日

依簡章規定擇優採計
文憑試成績*

2021年2月8日至3月20日

2021年7月底

中學最後三年成績單，
擇優錄取

2021年5月10日至6月15日

2021年7月底

個人申請
學士班
聯合分發
臺師大僑先部

中學畢業
（持畢業證書或
修業證書）

秋季班

學生自行向臺灣各大學院校報名，並依照「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或「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各校招生簡章之
規定辦理。

單獨招生

* 除文憑試，亦接受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香港中學會考、SAT Subject Test 測驗、海外 A Level 文憑或國際文憑預科課程（IBDP）考試成績。
#
報名日期及放榜日期以各招生單位簡章公布為準，詳情請瀏覽海外聯招會網站。

報名後注意事項

疫情期間入境臺灣就學之特別安排

1. 聯合分發

1. 領取錄取證明文件





應屆 DSE 考生無須自行繳交 DSE 成績，海外聯招會將直接
向香港考評局提取。

海外聯招會：由海華服務基金派發「分發通知書」。



各大學「單獨招生」
：由大學發出（郵寄或電郵）「錄取通知
書」。

2021 年 7 月 5 日上午 9 時起至 7 月 22 日下午 5 時止（臺灣時
間）開放「聯合分發」志願選填系統，請把握選填志願時
間。

2. 自願免試申請僑生先修部




順利入讀僑先部者若成績理想，隔年將有機會藉此分發大
學。

學費及生活費

2. 辦理「入臺簽證」


可辦理「入臺簽證」時間需依臺灣相關政府部門發布為準，
請隨時留意海華服務基金或各大學通知。



取得「入臺簽證」後，請立刻聯繫學校，協調抵臺時間。

3. 抵臺檢疫


臺灣院校的學雜收費經濟合理，各校大多備有收費低廉、
生活便利的學生宿舍供海外學生住宿，亦設暢通的網際網路。
全年學費及生活費可參考下表︰
項目

費用（每年）

進行 14 天居家檢疫及 7 天自主健康管理，居住地點以集中
檢疫所、防疫旅館或各大學宿舍為主（視防疫規定和大學
規劃安排）。

移居資訊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臺灣的資訊，可掃 QR
code 瀏覽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網頁。

醫學院

HK$13,000

至

35,000

工學院

HK$12,000

至

28,000

理農學院

HK$11,000

至

27,000

《大中華升學指南 》

商學院

HK$9,800

至

26,000

文、法學院

HK$9,700

至

25,000

住宿費

HK$2,400

至

18,000

生活費

HK$12,000

至

36,000

學友社每年 2 月出版的《大中華升學指南》詳
載內地、臺灣及澳門的最新升學情報，今年起更
改為網上版推出，可於學友社 student.hk 網站，
「熱選專題」欄目點擊閱覽。

合

HK$24,100

至

89,000

學雜費

計

註： 1. 住宿及生活費會因區域消費水準與個人消費習慣不同而有所差異。
2. 費用以 HKD：NTD = 1：4 換算。

獎助學金
從入學到畢業，有數十種港澳生及僑生獎助金：臺灣教育
部菁英僑生獎學金、優秀僑生獎學金、清寒僑生助學金，以
及在學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等，金額最高可達 NT$ 300 , 000
（約 HK$75,000），減輕同學負擔。（詳情：cmn-hant.overseas.
ncnu.edu.tw/scholarship）

重要資訊
【2021 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
疫情下，學生可以透過手機、電腦參與高
等教育線上博覽會，瀏覽 100 所臺灣大學資訊。

留學漫遊

成績採計方法

報名資格

移居臺灣

電子版本

海華服務基金
尖沙咀彌敦道 101 號海防大廈 701 至 703 室
（港鐵尖沙咀 A1 出口）

2332 3361
www.highwise.org
highwise.teco

臺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886-49-2910900
overseas@ncnu.edu.tw
www.overseas.ncnu.edu.tw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金鐘金鐘道 89 號力寶中心第 1 座 11 樓 1106 室

2525 8316

線上博覽會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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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留學漫遊

作為大灣區重點發展城市之一，澳門高等教育近 各類課程入學要求 / 學費及生活費
年發展迅速，現有十所高等院校。課程類型多元化，
同類別學位課程的學費會因應院校及專業不同而有所差
當中較具特色的有中葡翻譯、博彩及款客服務管理、 異。參考各院校網頁公布的最新招生簡章，外地學生學費如下
文化遺產管理、旅遊、酒店及廚藝管理、旅遊會展及 （以整個課程計算）
：
節目管理、體育及運動以及中醫藥等。
一般入學
一般
學費
課程類別

高等院校一覽
性質

博士學位

院校名稱

公立
院校

院校網址

澳門大學*

www.um.edu.mo

碩士學位

澳門理工學院

www.ipm.edu.mo

學位後文憑

澳門旅遊學院*

www.ift.edu.mo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私立
院校

學士學位

www.fsm.gov.mo/esfsm

#

學歷要求

修讀期

具碩士學位或
同等學歷
具學士學位或
同等學歷

中六或同等學
歷畢業

三年
兩年

四年

澳門城市大學

www.cityu.edu.mo
www.usj.edu.mo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www2.kwnc.edu.mo

預科∕先修班

澳門科技大學

www.must.edu.mo

澳門管理學院

www.mim.edu.mo

中西創新學院

www.mmc.edu.mo

住宿：每學年約$13,800至35,000
生活費：每學年約$35,000至60,000
澳門元100元 = 港幣約97元

約$84,000至

$1,006,000

約$21,000至

一至兩年

中五畢業或
以上

一年

$83,000

約$34,000至

$119,000

查閱已開辦的課程

入學申請途徑

如須查閱澳門院校已開辦的高等教育課程，可瀏覽：

1. 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



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和澳門科技大學
已聯合推行「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語言科及數學科）」，
詳情可瀏覽高等教育局網頁（ www.dses.gov.mo/admission/
unification）。上述考試 2021/22 學年重要日程如下：
日期（2021年）

事項

1月5至20日

報名

3月18至21日

考試

5月上旬

公布考試成績

5月上旬起

四校各自公布錄取結果

2. 其他獨立招生院校
其他院校均為獨立招生，報名時間及招生條件不一，入學
申請資料須直接向院校索取及遞交，部分院校亦可於網上直
接報名；須遞交的文件一般為身份證、畢業證書、成績表副
本、相片、報名費等。學生亦可以其他國際公開考試（例如：
GCE、IGCSE、TOEFL、IELTS 等）成績向院校申請入學。具體
入學要求、招生簡章、申請詳情可瀏覽各院校網頁。

澳門高等教育課程指南：

es.dsedj.gov.mo/esdbonline/_site/index.asp


澳門高等教育課程資料庫：

es.dsedj.gov.mo/esdbonline/mainframe.html

升學準備
外地人士往澳門升學，必須向澳門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
事務廳辦理「逗留的特別許可」。申請手續簡便，且院校一般
會協助新生辦理。詳情可瀏覽澳門治安警察局網頁（www.fsm.
gov.mo/psp/cht/psp_top5_2_1.html）。

課程銜接及認可、就業前景
澳門高等院校與世界各地多所知名院校有恆常的合作交流
計劃，獲澳門政府認可的高等教育課程可銜接各地大學。同
時，院校亦有與不同範疇的公司及機構組織實習計劃，讓學生
能把課堂知識實踐於工作上，提升個人競爭力。根據澳門最新
一期（2020 年第 4 季）就業調查顯示，澳門失業率為 2.7%。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 至 9 號 1 樓

853-2855 5533
853-2871 1294
webmaster@dsedj.gov.mo
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

學友社學生專線

$310,000

約$35,000

註： 現時的澳門高等教育設不同層次的學位，修讀期各有不同，授課語言亦因應院校及課程
（專業）而有所不同。

* 主要以英語授課
#
只招收澳門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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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000

約$86,400至

一至兩年

聖若瑟大學*

證書∕文憑

（澳門元）
約$104,000至

2503 3399

英國

英國文化協會

英國升學途徑富彈性，完成 DSE 的香港學生，除了可報
讀當地大學學士課程外，也可報讀由延續教育學院或高等教
育學院開辦的大學銜接課程或職業導向課程，出路四通八達。

香港與英國的分數對照制度
英國的學士（榮譽）學位課程一般為三年制（蘇格蘭為期
四年），工程學（四年制）和醫科（五至六年制）等課程則例
外。DSE 亦已納入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CAS）的分
數對照制度，可以與 GCE A-level 的成績直接比較。DSE 的
第 3、4 及 5 級，分別等同 GCE A-level 的 E、C 及 A 級。
英國各院校會根據個別課程的特點及收生情況訂立入學
要求，並參考 UCAS 的分數對照制度。學生可登入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或個別院校的網頁，查閱一般入學要求。

入學要求
課程類型
學士學位

學費及生活費
課程類型

學費（每年）

入學申請程序
學生可於 9 月中旬至翌年 6 月 30 日期間登入 UCAS（ www.
ucas.ac.uk）的中央網上系統，申請英國多所院校的課程。當中包
括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 300 多所高等教育學院的
全日制課程，部分熱門課程會在短期內滿額，有意赴英留學的學
生應盡早提交申請。

UCAS 入學申請日程（2022 年入學適用）
日期

入學要求（DSE）

英文水平

三科取得 4、3、3至
5**、5、5

DSE英文達第4級∕
IELTS 6.0分

國際文憑∕
高級國家文憑∕
基礎學位

三科取得 3、3、3
至4、4、4

國際基礎課程

三科取得 2、2、2
至4、3、3

IELTS 5.0分

課程類型
國際基礎課程
修讀年期多為約一年，內容較為密集，主要針對提升學
生的英語能力，協助他們適應當地大學的教學模式和學習文
化。英文為課程的必修科，部分院校亦會要求學生修讀歷史
及人文學科或提升學習技巧的課程，學生亦可根據個人興趣
及能力選擇不同主修科目。完成課程並達指定水平，便可銜
接入讀個別大學學位課程的第一年。學生在報讀課程前，宜
詳細考慮日後所銜接的大學課程是否自己心儀的選擇。

國際文憑課程
部分大學會開辦為期一年的國際文憑課程（又稱國際一
年班），學生在完成課程後，可直接入讀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的
第二年，這些課程的入學門檻一般較基礎課程為高；並以小
班教學為主，協助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及學習技巧。

職業導向課程
英國的延續教育或專上學院提供不同類型的職業導向或
專科課程，例如高級國家證書或文憑，學歷相等於學士學位
課程的初階段。修畢課程的學生能夠銜接入讀學士學位課程
的第二或三年，或直接投身職場。此外，英國的延續教育學
院與業界的顧問團體有密切聯繫，課程內容更能貼近業界所
需，有助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另外，延續教育學院的學費
較相宜，對財政緊拙的學生是較吸引的選擇。

生活費

£11,000至30,550
每月約£1,015（約
學士學位
（約HK$118,337至328,656） HK$10,919
）
（包括住
£13,000至58,040
醫科
宿、電費、膳食及交
（含生物醫學） （約HK$139,853至624,392） 通等）
；倫敦生活指數
1,265
較高，每月約需£
£10,800至59,600
國際基礎∕
（約 HK$13,609）
（約HK$116,193至641,216）
國際文憑課程

留學漫遊

英國一向是最受港生歡迎的海外升學國家之
一。當中最多人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其次為碩士及
研究院課程。

事項

2021年9月

UCAS接受申請

2021年10月15日

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及醫科、牙醫和獸醫截止報名

2022年1月15日

一般學科（含藝術與設計）課程截止報名

2022年3月24日

藝術與設計課程第二報名截止日

2022年6月30日

UCAS截止報名

簽證申請程序
所有準備赴英留學超過六個月的學生，必須通過計點積分
制申請學生簽證。申請必須於網上辦理（ www.vfsglobal.co.uk/
hongkong），另須預約及親赴位於北角的英國簽證申請中心遞交
文件及提供生物辨識資料（掃描指紋及拍攝數碼相片）。申請人最
早可在出發前三個月遞交申請，由遞交申請日起計，最少要 15 個
工作天處理及批核申請，所以應預留充足時間辦理簽證。

獎學金
英國院校一般都設有獎學金，學生可向個別院校查詢及報
名，或瀏覽英國文化協會網站，尋找合適的獎學金。

英國網上教育展
英國文化協會於 7 月會舉行網上教育展，屆時學生可與
英國院校代表即時網上面試及報名。請瀏覽協會網頁（ www.
britishcouncil.hk）了解詳情。

留英後的工作機會
如果學生打算畢業後留在英國，可能需要申請
學生簽證外的另一簽證類別，詳情可以通過英國簽
證與移民局了解是否需要簽證。
英國文化協會（只接受電郵及電話查詢）
金鐘法院道 3 號

2913 5100
studyuk.hongkong@britishcouncil.org
study-uk.british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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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EducationUSA（美國領事館）留美諮詢中心

留學漫遊

美國兒童通常由 5 歲開始入讀小學，由第一班至
第六班，中學教育由第七班至第十二班。完成十二年
制的中小學課程後，學生可按其意向和能力，升讀兩
年制社區學院、四年制大學或其他專業學院。
每間學校可自行制定學年，每學年通常在 8 月底或 9 月初開
始，至翌年 5 月或 6 月完結。每學年為期八至十個月，並分為
兩學期、三學期或四學期不等。大部分學校將一年分為四期，
然後選取三期 ─ 通常秋季、冬季、春季，為一學年。

高等教育概況

不同院校所收取的學費各異，各大學均自行決定收取各項
費用，但學費之高低與學術質素沒有直接關係。美國的生活費
用也因地區而異，一般來說，在大城市如加州和東北地區的開
支會較高，在較小的城市和鄉鎮如南面和中西地區的開支會較
低。以下為 2020/21 學年每年平均基本費用，僅供參考：
項目

學費

兩年制學院 / 社區學院

四年制
公立學院∕大學*

四年制私立
（非牟利）
學院∕大學

兩年制公立
社區學院

US$27,020

US$37,650

US$3,770

US$11,620

US$13,120

US$9,080

（約HK$209,684） （約HK$292,176） （約HK$29,255）

這類學院提供兩年制的副學士課程。畢業生若成績理想可
直接轉換到四年制大學。兩年制學院有公開的招生政策，任何
達到最低入學要求的學生均可申請。

住宿及
膳食

（約HK$90,183） （約HK$101,823） （約HK$70,469）

書簿及
其他

（約HK$36,010）

（約HK$31,898）

（約HK$44,238）

一般入學條件：

總計

US$43,280

US$54,880

US$18,550

US$4,640

US$4,110

完成中學課程；

* 以州外居民學費計算。



持有高中成績單；
持有英語能力測試成績（TOEFL 或 IELTS）
；

如何選擇合適的學院 / 大學




提供經濟能力證明（最少一年學費及生活費）

這類院校提供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及專業訓練。四年制學
院∕大學分州立和私立兩種。州立大學通常由州政府資助及管
理。私立學院∕大學之營運資金則通常來自捐贈、學費、研
究基金及舊生饋贈。大部分學院須最少一年前準備和遞交申
請表。疫情期間，不同學院的入學條件或有所調節，與過往不
同，學生可以直接向院校諮詢，或聯絡中心了解。

一般入學條件：
完成中學課程；



持有高中成績單；



持有英語能力測試成績（TOEFL 或 IELTS）
；



部分學院要求持有美國入學試成績（ACT 或 SAT*）
；



呈交推薦信；



呈交入學論文或個人陳述；



提供經濟能力證明（最少一年學費及生活費）

* 如欲查詢免 ACT 或 SAT 入學試的學校，請瀏覽網站：www.fairtest.org。

入學申請程序
1.

選擇 3 至 5 間院校（建議於至少一年前準備）。

2.

查詢各院校要求的入學考試，並參加相關考試，再把成績
直接寄往所申請的院校。
在截止日期前遞交網上申請表格和校方要求的附加文件。

4. 學生收到校方發出的入學取錄信及通知書（ Form I- 20 ）
後，須到美國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證。美國領事館非移民簽
證成功率達 97%。

學友社學生專線

資料來源：College Board

美國政府並沒有為各院校排名，因此美國大學的認受性成
為了質量的指標，同學可以登入 chea.org，查看各院校的認證
狀況。
當選擇學院∕大學時，應該未雨綢繆，仔細研究，並列出
個人重要考慮因素，才可找到符合要求的院校名單。可考慮的
基本因素有：

1.

主修學科

3.

學費

2. 入學要求
4. 地區（可能影響生活費）

5.

學校的規模及師生比例

6. 財務援助∕獎學金

學生簽證申請



3.

US$5,700

（約HK$335,905） （約HK$425,929） （約HK$143,968）



四年制學院 /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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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及生活費

2503 3399

詳情可瀏覽網上諮詢系統（www.ustraveldocs.
co m / h k / i n d ex . h t m l ）， 或 致 電 免 費 諮 詢 熱 線
（ 5808 4666 ）查詢；亦可登入 www.youtube.
com/watch?v=dLnH9uRiZjs，或用手機掃瞄右邊
QR code，觀看介紹申請美國簽證方法的影片。

學生簽證

移居資訊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美國的資訊，可掃 QR
code 瀏覽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網頁。
移居美國

EducationUSA（美國領事館）留美諮詢中心
（中心只接受預約，可以 WhatsApp 或電郵安排）

6829 4053
HKeducationUSA@state.gov
educationusa.hk / educationusa.state.gov
USAinHKMacau

澳洲

澳洲共有 43 所大學，其中七所位列 QS 世界大學百強。憑
藉優質的教育體制，澳洲迄今已培育 15 名諾貝爾獎得獎者，世
界上每天有超過十億人受益於澳洲的各項發明與創新技術，包
括青黴素、體外受精、超聲波、 wifi 無線網絡、仿生耳、子宮
頸癌疫苗以及黑箱飛行資料記錄儀等等。
此外，澳洲政府更制訂《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法》，向海外學
生提供消費者權益保障制度。如海外學生在澳洲完成本科學士
學位、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課程，更將有機會符合申請畢業後
工作許可簽證的資格。

升學途徑
澳洲的升學途徑靈活及富彈性，課程種類亦琳琅滿目，熱
門科目如醫科、護理及健康科學、航空學、工程學、獸醫學、
法律及商科等均甚受香港學生歡迎。

途徑一：大學及高等教育學位課程
澳洲共有 43 所大學，其中有 40 所本土大學、二所國際大
學和一所私立專業大學，提供多項學士及研究院學位課程。除
大學外，亦有不少其他院校提供高等教育課程。現時具備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的中六畢業生，如學術成績及英語能力均達
到有關大學的要求，可直接報讀澳洲大學。

學費及生活費
A. 每年學費
下表的學費僅供參考，課程及學習費用會因個別院校或課
程而有所不同。
課程類型

每年學費（澳元）
每周$300（約HK$1,800），視乎學時長短

英語語言培訓
職業教育與培訓
（證書及文憑課程）
本科學士學位課程
研究生碩士學位課程

$4,000 - $22,000

（約HK$24,003 - 132,019）

$20,000 - $45,000*

（約HK$120,017 - 270,064）

$22,000 - $50,000*
（約HK$132,019 - 300,072）
$18,000 - $42,000*

博士學位課程

（約HK$108,025 - 252,045）

* 不包括獸醫和醫學等高學費專業課程。請瀏覽個別院校之網站以參閱相關的費用。

B. 生活費用
下列為在澳洲與學習和生活相關的部分費用，僅供參考，
當中並未考慮個別學生的預算和支出習慣。
住宿費用（澳元）

其他生活費用（澳元）

青年旅舍和酒店 - 每週$90 - 150
（約HK$540 - 899）

雜貨與外出用膳 - 每週$140 - 280
（約HK$840 - 1,679）

合租單位∕公寓 - 每週$95 - 215
（約HK$569 - 1,289）

燃氣、電力 - 每週$10 - 20
（約HK$60 - 120）

一般而言，澳洲大學及高等課程在 2 月底或 3 月初開學，部
分課程亦會在 7 月開課。大部分澳洲高等院校要求文憑試三至
五科成績達第 3 至 4 級，有些院校要求四科及更多科目達第 4 至
5 級，個別院校亦接受英文科達第 4 級作為英語水平入學要求。
學生應向個別院校查詢相關課程的入學要求。

校內宿舍 - 每週$110 - 280
（約HK$659 - 1,679）

電話與互聯網絡 - 每週$15 - 30
（約HK$90 - 180）

寄宿家庭 - 每週$235 - 325
（約HK$1,409 - 1,949）

公共交通 - 每週$30 - 60
（約HK$180 - 360）

途徑二：大學基礎課程

自租單位∕公寓 - 每週$185 - 440
（約HK$1,109 - 2,639）

汽車（購買後）- 每週$150 - 260
（約HK$900 - 1,560）

寄宿學校 - 每年$11,000 - 22,000
（約HK$65,980 - 131,968）

娛樂 - 每週$80 - 150
（約HK$479 - 900）

學生可先修讀大學基礎課程，然後銜接當地大學。大學基
礎課程是為海外學生而設，課程內容針對大學學科而設計，使
學生對將來在大學修讀的科目有基本概念。英文為必修科目，
旨在增強學生的英文能力。學生無須參加公開考試，主要以學
生校內的功課、出席率、測驗、考試等來評核學生成績。

途徑三：職業教育與培訓課程（VET）
學生可選擇由澳洲的公立專科技術學院（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簡稱 TAFE）、註冊培訓機構（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zations），以及多所大學及中學提供的職業教育
與培訓課程。這些課程都著重實用及專業職業訓練，程度由學
徒課程、證書及文憑課程，以至學位課程不等，而課程範圍亦
極為廣泛。澳洲大部分 VET 課程均與個別大學建立了學分轉移
制度，畢業生可入讀聯繫大學所開辦的學位課程。

入學申請方法
學生可經以下兩種方法申請澳洲院校：

1.

經互聯網或以郵寄方式直接向院校遞交申請表，或在教育
展覽中直接向院校代表申請。

2.

透過澳洲院校委託在香港的教育中介公司（ Education
Agent）代辦申請。

留學漫遊

澳洲教育制度靈活變通，為海外留學生提供多
元化的課程選擇，也是香港高中畢業生的熱門升學
地點。根據澳洲教育、技能和就業部資料，在 2020
年，香港學生在澳洲的課程註冊數目超過 14,800 次。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簽證申請程序
海外學生必須於網上申請學生簽證。海外學生獲院校錄
取後，必須待校方發出電子海外學生註冊確認書（ Electronic
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簡稱 eCoE），方可在網上申請學
生簽證。
如欲查詢有關學生簽證申請的詳情，請瀏覽澳洲內政事
務部─移民及公民事務網站（ immi.homeaffairs.gov.au ）或
聯絡香港澳洲簽證申請中心（ www.vfsglobal.com/Australia/
HongKong）。

移居資訊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澳洲的資訊，可掃
QR code 瀏覽澳洲內政事務部 - 移民及公民事務
網頁。

移居澳洲

澳洲升學官方網站及社交媒體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www.facebook.com/StudyAUOfficial
www.instagram.com/StudyAuOfficial
www.youtube.com/user/afutureunlimited
澳大利亞政府教育資訊（Australia_edu）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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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

留學漫遊

加拿大教育水平高，擁有全球公認優質課程，生
活水平良好，社區健康安全，校園生活多姿多彩，兼
擁有卓越的科研設施。加拿大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於教
育，積極推廣多元文化，是國際學生理想求學之地。
根據加拿大公民及移民局公布的學生簽證統計數字，2020
年共有超過 4,000 名香港學生留學加拿大，成為當地國際學生
的第十七大來源（數字不包括持加拿大護照而毋須申請學生簽
證的港生，因此留學當地的港生實際數字遠高於此）。雖然沒有
官方數字顯示港生選擇的課程，但最為普遍的要算商業課程，
其次是科學，如醫療科學及工程學，然後是人文學課程。

教育制度
加拿大的教育事務由各省教育部自行辦理，當地學校大致
分為小學、中學、社區學院、大學學院和大學五類，除魁北克
省的學校大部分是以法語授課外，其他省份的學校均以英語授
課為主。

大學
加拿大現有 85 間公立大學，這些學府在質素上有保證並
差異不大。大部分大學提供三種類型學位：學士、碩士及博
士。大學的學士學位可以分以下兩種：普通學士學位（General
Bachelor's Degree）需三或四年全日修讀，視乎課程或省政府
需求而定；榮譽學士學位（Honours Bachelor's Degree）提供較
專門的課程，及需更佳學業要求，某些大學要求多修讀一年。

英語要求
母 語 為 非 英 語 的 學 生 必 須 投 考 托 福（ TO E F L ）或 雅 思
（ I E LT S ）以 證 明 其 英 文 水 平 ， 通 常 大 學 最 低 要 求 為 8 0 分
（TOEFL iBT）
，但亦有要求高至 90 分或以上，而 IELTS 須達 6.0
或 6 . 5 分。社區學院∕實用工藝及科技學院∕大學學院的英語
要求會較寬鬆，通常是 IELTS 達 5.5 分。但某些大學或學院會提
供英語補底課程，或可免除英語試的最低要求。

學費及生活費
項目

社區學院∕實用工藝及
科技學院∕大學學院

學費（平均）

C$5,500至18,000
（約HK$34,195至
111,908）

生活費（住宿及
膳食費、個人及
健康保險、書簿費）

C$8,300至17,000
（約HK$51,602至
105,691）

C$8,500至17,000
（約HK$52,849至
105,691）

總金額

C$13,800至35,000
（約HK$85,802至
217,614）

C$38,214至46,714
（約HK$237,598至
290,464）

大學

C$29,714

（約HK$184,736）

註：費用因應各間院校、專業課程、住房選擇、個人支出及加拿大各省內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入學申請程序

加拿大現有 135 間上述的公立學院，此類學院多屬省立，是
為適應社會的需要而設立，提供應用美術、商科、工科及職業
訓練等課程。修業時間由少於一至三年不等，畢業後獲發證書
或文憑。亦有些學院開設英語、大學預科和大學轉讀等課程，
為學生提供在大學繼續深造的機會。除上述課程外，有些學院
亦提供應用學士學位課程。

申請人可於開課前九個月，瀏覽校方的網頁並下載申請表
格及有關資料，在截止申請期限前填妥表格，連同所需文件及
申請費用寄回有關學校。在一些省份如哥倫比亞省、安大略省
和亞伯特省，可以通過中央申請服務處遞交多間院校的申請，
在其他的省份則要向個別院校直接遞交；而電郵遞交表格亦廣
泛接受。校方收到該等文件後會進行查核及考慮，如決定取
錄，便寄出臨時取錄通知書。待申請人繳交學費後，始發正式
的學校取錄信。申請人接獲學校取錄信後，應即往加拿大簽證
申請中心申請學生簽證。

入學資格

簽證申請程序

大學

申請人可於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網
址查閱詳情：www.canada.ca/en/immigration-

社區學院 / 實用工藝及科技學院 / 大學學院

學生完成中學課程，可以申請入學，入學資格可分：

1.

以香港中學文憑學歷入學：各院校及學系要求不同，通常
最低要求為主科及選修科達第 3 級。

2.

以 IB 成績申請入學。

3.

以高級預科程度申請入學：申請人須具普通教育文憑試高
級程度（GCE A-Level）兩或三科和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級程
度（GCSE）三科合格的成績。

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
註： 本篇只介紹赴加留學的一般情況，如需詳細資料，可瀏覽加拿大官
方教育網頁；其他一般查詢，請與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聯絡。

學生簽證

移居資訊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加拿大的資訊，可掃
QR code 瀏覽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網址。
移居加拿大

社區學院 / 實用工藝及科技學院 / 大學學院
這類學院入讀要求較大學輕鬆，而且多是小班教學。校方
多為未能達到英語最低要求的海外學生，提供英語補底課程。
大部分課程銜接大學，為學生日後轉讀大學第二年或第三年作
準備，提供另類途徑升上大學之門。學院的入學要求主要是普
通教育文憑普通級程度或完成新高中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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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 3399

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

3719 4700
hkong@international.gc.ca
www.hongkong.gc.ca/
www.educanada.ca（加拿大教育官方網頁）

新西蘭

院校類型
理工學院

私立培訓機構課程入學要求：
課程類型

年制

一般入學要求（英文水平）

證書

一年

TOEFL 480 / IELTS 4.5分

文憑

二年

TOEFL 500 / IELTS 5.5分

學位

三至四年

TOEFL 550 / IELTS 6分

大學基礎班

半至一年

TOEFL 500 / IELTS 5.5分

註：以上入學要求只供參考，最新之入學要求請向有關學院查詢。

學費及生活費
大學學費

每年約NZ$16,000至31,000（視乎課程及長短）
（約HK$89,234至172,892）

理工學院學費

每年約NZ$7,000至20,000（視乎課程及長短）
（約HK$39,039至111,541）

住宿及生活費

每年約NZ$15,000至18,000（視乎城市和宿舍的形式）
（約HK$83,656至100,387）

從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新西蘭十六所理工學院合併為唯
一的一所國立理工學院：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Skills &
Technology（NZIST）。開辦一系列以實用性為主的工業和專業
訓練課程，提供選擇的科目廣泛，如媒體設計、廣告傳理、環
保、旅遊酒店管理、醫療、保健美容等。課程包括短期到三年
制的專業學位、文憑、證書課程、基礎班及英語課程等。

海外留學生多入住寄宿家庭，可更融入當地文化；大部分
的新西蘭教育機構亦會提供學生宿舍。

理工學院（學術性科目）入學要求：

入學申請方法



須普通程度證書考試（GCSE）或香港中學會考合格；



須呈交托福（TOEFL）或雅思（IELTS）成績

學生可透過多種途徑申請往新西蘭升學，包括：

1.

直接向新西蘭的院校申請

大學

2.

其他申請途徑（詳情請瀏覽新西蘭駐香港總領事館網頁）

新西蘭共有八所國立大學，開辦一系列的標準學位，例如
商學、理學、社會科學、文學、教育、藝術、法律和資訊科
技。每所大學亦有發展自己的專門學系，如機械、建築、醫
學、獸醫、藥劑學和航空等。大學或私立院校會開辦大學基礎
班，專為預備升讀當地大學的海外生而設。

有志前往新西蘭升學的學生應及早做好準備，最遲應於開
學前三至六個月辦理申請手續。學生應預備有關證明文件，如
學歷、成績表及英語能力證明（如：TOEFL、IELTS）。香港學

大學入學要求：


持文憑試成績，三科須達第 4 級（包括英文科及兩科選修
科）
；



考獲 TOEFL iBT 213 分或 IELTS 6.0 分；



必須符合有關院校及課程所定的入學條件

專科課程及英語課程
新西蘭有過百所私立專科院校，亦有開辦多類證書、文憑
和學位課程，涵蓋短期基礎課程至研究院程度課程，主要提供
個別行業的專業知識及訓練。部分由理工學院或專科院校所頒
授的學歷，可獲得大學學分豁免，畢業後可銜接入讀大學。
英語課程通常由私立培訓機構開辦，種類繁多，由幾個星
期到一年的課程、普通英語到學術研究用的英語都一應俱全。
新西蘭學術資格評核局建議，學生應報讀已由該局核准的英語
課程。這些英語課程都達到國際水平，為國際所承認。多間大
學、理工學院和私立大專院校也有提供多種英語課程，協助學
生提升英語能力。

留學漫遊

新西蘭的教育質素國際馳名，很多留學生從中
三開始就讀於新西蘭的中學，也有不少高中生赴新西
蘭升學，為入讀當地和其他英語系國家的大學作好準
備。新西蘭中學學制與香港不同，學生從第 11 班開始
修讀新西蘭中學文憑（NCEA）直至第十三班，憑三年
課程內所修得的足夠學分，可獲 NCEA 等級三並升讀
大學。

新西蘭駐香港總領事館

生如準備在新西蘭就讀超過三個月的課程，需要申請學生簽證。

學生簽證申請程序
申請人收到校方發出的取錄通知書及學費繳交收據後，可
到新西蘭簽證申請中心（地址：北角電氣道 169 號康宏匯 6 樓 B
及 E 室）索取簽證申請表格和其他有關資料。

移居資訊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新西蘭的資訊，可掃
QR code 瀏覽新西蘭移民局網頁。

移居新西蘭

Education New Zealand
www.studyinnewzealand.govt.nz
新西蘭中學文憑（NCEA）

www.nzqa.govt.nz/ncea
新西蘭駐香港總領事館
灣仔港灣道 18 號中環廣場 65 樓 6501 室

2525 5044
nzcghkg@biznetvigator.com
www.mfat.govt.nz/tw/countries-and-regions/
asia/hong-kong-sar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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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整理

留學漫遊

德國的高等教育享譽國
際，於全球網上教育搜尋引擎
Educations.com 發布的「 2021 年
歐 洲 十 大 留 學 國 家 」中 排 列 第 一
位。德國的大學傳統沒有綜合性大
學排名，只有不同專業的排名，因
為每所學校的優勢不一，學生選擇
大學時多以大學類型、教學模式、
城市環境及生活指數等客觀條件作
為考慮因素。





學制
德國於 2010 年起實施全面的教育改革
- 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設立
學士（Bachelor）及碩士（Master）學位，
取代傳統的學位（Diplom / Magister），以
加強德國大學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於德國
完成學士學位一般需要四年，當中包括一
年大學基礎課程或大學先修班，碩士學位
則兩年，實際情況視乎個別課程而定。

註 1： 申請所需文件如畢業證書和成績單的副本必須經過公證
方為有效。請預留足夠時間，帶同文件的正副本前往德
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進行認證。
註 2：部 分 院 校 會 為 學 生 豁 免 手 續 費 ， 詳 情 請 參 閱「 u n i assist」網站「Cost Transfer」一欄。

學費及生活費


入學申請方法及程序
1.
2.

個別院校及學科或有不同申請方
法，報名開始及截止日期亦有分
別，學生應根據個別課程並參閱院
校網站內相關申請程序及所須文
件。如網站列明透過「uni-assist」申
請，學生便不能把文件寄往學校，
學校將不會處理。
截止申請日期：每年 7 月（ 9 月底或
10 月初開學）實際截止日期視乎個別
大學而定，普遍以郵件到達日期為
準（非郵戳日期）。文憑試考生必須
於截止申請前通知個別院校有關放
榜日期事宜，院校不會處理文件不
齊全或過期遞交的申請。



直接向大學申請；或
透過「 uni-assist 」網上平台（ www.
uni-assist.de）申請（手續費：首份申
請€ 75（約 HK$700），其後每份€ 30
（約 HK$280））

德國大部分公立大學及各程度的學
位課程均不收取學費，包括以英語
授課之國際課程。本地生及海外生
均享有相同福利。
自 2017/18 學年起，巴登 - 符騰堡州
（Baden-Württemberg）將會向海外
生 徵 收 學 費 ， 每 學 期 € 1 , 5 0 0（ 約
HK$14,004）起。其餘十五個州份之
公立大學則依然免費。








私立大學學費較高，平均每年學費
€ 2,000 至 20,000（約 HK$18,672 至
186,714）。
除了學費，學生須繳交每學期約
€ 250 至 350（約 HK$2,333 至 3,267）
的行政費用（Semesterbeitrag），保
障學生在住宿、學校活動、飯堂及
交通方面的福利。
生活費如房租、食物、保險等每月
約€ 850（約 HK$7,936）。
有關德國留學及生活資訊可瀏覽網
站：www.study-in.de。

大學課程入學資格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要求


達「333333」
（四科核心科目及兩科
選修科目達第 3 級）。

語言要求




英語授課的國際學位課程：IELTS 達
6 . 0 分或以上。無須考核德語能力
（惟部分科目或要求更高英語水平）
。
德語授課的本地學位課程：一般而
言 ， 德 語 鑑 定 測 驗 TestDaF® 須 達
TDN 4（最高為 TDN 5 ）
；或德國大學
入學德語考試 DSH 須達 DSH2（最高
為 DSH3）。

院校類型
目前德國有超過 400 所公、私立大學，主要分為三大類：
類型
綜合大學
（University ）

創校年份

學科選擇
教學模式
選擇廣泛，包括傳統學科如
歷史悠久，
規模甚大，
醫學、法律、哲學、音樂，及 以理論及研究為主導
一般已成立過百年 可達50,000人
至理科如工程、自然科學等

應用科技大學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近40年建立

音樂、電影及
藝術學院
（College of Art,
Film and Music）

--

學生人數

以應用實踐為主導，著重培訓學生於職
規模較小，
開設具實用特色的專科，
場上的技能。除了與不同公司合作，為
只有幾千甚至
如工程、技術、建築、
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學生還須到海外交
幾百名學生 社會科學、設計、工商管理等
流，從而擴闊其國際視野和提高競爭力

--

修讀博士學位
可以

不可以

音樂及藝術科（必須通過面試 給予學生專門學習和發展藝術技能的空
及能力傾向測驗，並須具有相 間，學習期間通常以師徒制的形式進
當程度的德語能力）
行，為學生提供一對一的指導

簽證申請程序


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或英國海外護照
（ BNO ）的申請人，須填寫網上申請表，完成
後列印及簽署，連同大學取錄信、財政及保險
證明文件等，按預約時間親赴德國駐香港總領
事館辦理學生簽證。

德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香港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21 樓
學生簽證



簽證費用為€ 75（約 HK$700），須以港幣現金支付。



簽證申請一般需時至少五星期。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德國的資訊，可掃 QR
code 瀏覽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網頁。

學友社學生專線

搜尋國際學位課程：

www.daad.de/idp
搜尋所有學位課程：

移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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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 8788
info@hongkong.diplo.de
www.hongkong.diplo.de

2503 3399

www.daad.de/deutschland/studienangebote/
studiengang/en
移居德國

--

法國

* 根據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最
新公布。

高等教育制度

自 2003 年起，法國推行新的高等教
育體制（LMD），目的在於與歐洲高等教育
接軌，以推動學生進行國際流動。在新制
度下，大學教育分成三個學位等級：





學士階段（ 180 學分）
：學制三年，取
得 180 學分方可獲得學士學位。
碩士階段（ 300 學分）
：學制一至兩
年，在取得 180 學分或學士學位後，
需要另外的 120 學分方可獲得碩士學
位。法國高等專業學院所頒授的文憑
亦相等於碩士學位。
博士階段

高等教育學校類型
綜合大學
大學教育涵蓋了各領域，分為基礎教
育、技術教育或專業導向教育，提供讓學
生繼續研究生涯或準備進入就業市場的不
同課程。法國共有 85 所公立綜合大學及
26 個大學聯盟中心（PRES），分布於全國
500 多個校園，共設 1 , 000 多個教學與研
究單位（UFR），為學生提供優良的教育。

高等專業學院（Grandes écoles）
此類教育機構是法國特有的，主要針
對工程學院、商管學院、政治學院等專業
領域，以培養具有實務能力菁英人才為目
標。這些屬於公立或私立的學院，以專業
實用的方向教學。
由這類學院畢業的學生成為國際就業
市場上特別競相爭取的人才，但學位競爭
也相對地激烈。高等專業學院的長期課程
學制為五年，以嚴格的教學而著稱。完成
學業後，學生可獲頒授該院校的文憑，在
歐洲相等於一個碩士學位（ 300 學分）。
至於非公立的專業技術學院，學生在畢業
後將獲頒授文憑，但不一定相當於碩士學
位，須小心查證。

高等職業專科學校
主要集中獲取實用的技能知識（如設
計、服裝、烹飪、酒店管理等）。全法國
共有超過 3,000 所高等職業專科學校，修
讀年期因應學科而定，由兩年至五年不
等。

學術排名

學費及生活費（2020/21年度）

公立大學學費
學士：€ 170 EU 學生至 2,770 非 EU 學
生（約 HK$1,600 至 25,960）
碩士：€ 243 至 3,770（約 HK$2,277 至
35,331）
博士：€ 380（約 HK$3,561）
 金融時報 2020

工程學位學費：€ 60（約 HK$5,632）
歐洲商學院全球排名第 1：巴黎高等商
（中學後修讀五年，相當於碩士程度）
業研究學院
 私立課程學費：不同類型院校收費不
金融碩士課程全球排名首 5 位：
盡相同，須個別向院校查詢。
1. 巴黎高等商業研究學院
 生 活 費 ： 約 € 7 0 0 至 1 , 0 0 0（ 約
2. 歐洲高等商學院
HK$6,560 至 9,371）
3. 歐洲知識經濟與管理學院
外國留學生與當地學生可享受同等待
4. 高等經濟商業學院
遇及福利，學生簽證有效期六個月以上的
持有者，可申請每月高達 € 200（約 HK$
5. 北方高等商業學院
1 , 874 ）的 房 屋 津 貼（ 詳 情 請 瀏 覽 網 頁 ：
入學要求
www.caf.fr）。
法國各院校傾向接受考生考獲本地基
本必要的入學條件，即文憑試中英文達 簽證申請程序
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須在出發前三個
第 3 級，數學及通識達第 2 級。由於法國
並無統一的收生標準，各院校會有不同要 月申請簽證。如逗留法國 90 日或以上，
求，而且中學文憑成績只是基本的入學門 便須申請長期簽證，且須安排約見。申請
檻，收錄與否取決於入學試及申請書，所 簽證必須通過下列步驟：
以學生如欲到法國修讀學士課程，必須主 1. Campus France 面試
 電郵預約：
動與各院校聯絡。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2020
數學科全球排名第 1：巴黎薩克雷大學
生態學全球排名第 2：蒙彼利埃大學
海洋學全球排名第 3：索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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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高等教育舉世聞名，在最
吸引國際學生的國家中位列第四，
而且是非英語國家中的第一。這裡
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 343 ,000 名
學生，營造出一個國際環境，亦使
巴黎成為全球第七最佳學生城市 *。
除了相宜的學費外，法國的歷史底
蘊和豐富的文化生活亦是吸引外國
留學生的重要原因。

法國教育中心

study@consulfrance-hongkong.org
法國有超過 1 , 600 個課程以全英語授
2
.
簽證部申請手續
課 * ，但學生亦要注意學科對法語水平的
要求。大部分學校，尤其是公立大學，對  網上預約 + 申請資訊
www.consulfrance-hongkong.org/
外國學生的法語要求通常為 B2。同學宜留
Visa-online-appointment-system
意相關語言考試（DELF / DALF / TCF）在
完成 Campus France 學術面試後，
本港的時間表，確保申請學科時已獲取證
方能申請學生簽證，簽證部及 Campus
書。
* 對於用英語授課的課程，通常需要取得 IELTS 6 或 6.5 分（視 France 不會接受未經網上預
乎個別院校而定）。
約的申請。所需文件及其他
簽證資訊，可掃 QR code 瀏
入學申請方法
覽 Campus France 網頁。
公立大學學士第一年：
透過法國教育中心網上申請系統 DAP 移居資訊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
報名，報名日期由 11 月中至翌年 2 月初，
學生填妥後由 Campus France 香港辦事處 法國的資訊，可掃 QR code
協助寄出。申請表格及詳情可掃 QR code 瀏覽法國簽證官方網站。
參閱網頁。
非公立大學學位的第一年、
高等專業學院或高等職業專科學校︰
先透過網站瀏覽各學校
科系之申請條件及程序，並
直接向各校報名。請將所需
文件寄至學校（所需文件請
依各校系公布為準）或在網
上登記。學校接獲申請後會以書面回覆是
否需要加考法文、參加面試、筆試或直接
錄取。
申請者一般須於入學前一年秋天開始
準備相關文件。已畢業於副學士或高級文
憑課程的學生也可以直接申請學士學位的
第二年。

移居法國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金鐘夏慤道 18 號海富中心第二座
25 至 26 樓

3752 9900
www.consulfrance-hongkong.org

Campus France (Hong Kong Office)
campusfrance@consulfrancehongkong.org
hongkong.campusfrance.org/en
Campus Franc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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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留學漫遊

瑞士每學年分為兩學期，冬季從 10 月中到 3
月初，夏季則大約從 3 至 4 月到 6 至 7 月，不同學
校的開學日期不同，詳情可參閱 Swiss University
Conference 網頁。學位課程一般可於四至五年內
修畢，但亦視乎個別課程而定，醫科則需六年。從
經驗而言，修讀時間一般會較預期長一至兩年。

學費及生活費


瑞士聯邦及州立大學課程：每年約 CHF 1 , 000 至 4 , 000（約
HK$8,461 至 33,847）



酒店管理學校學士學位：每年約 CHF 35 , 000 至 48 , 000（約
HK$269,169 至 406,175）



生活費（視乎地區）
：每年約 CHF22,200（約 HK$187,856）

註：HKD：CHF（瑞士法郎）= 8：1

高等院校概況

簽證申請程序

瑞士有十所州立大學，其中三所為法語大學（日內瓦大
學、洛桑大學、納沙泰爾大學），四所為德語大學（巴塞爾
大學、蘇黎世大學、盧塞恩大學、聖加倫大學），二所為德
法雙語大學（弗里堡大學、伯爾尼大學），以及一所為意大
利語大學（盧加諾大學）。除了大學以外，還有二所位於德
語區的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以及法語區的洛桑聯邦理工學
院。



瑞士學生簽證申請手續需時十至十二個星期，最早可於出發前
六個月內遞交，但請勿遲於出發前十個星期遞交。



申請者先於 www.vfsglobal.ch/Switzerland/Hongkong 或致電
3018 3030 預約。簽證申請費用為 HK$750。



於預約時間帶同下列文件親身前往領事館遞交申請：

中央政府負責管理兩所理工學院和多數應用科學大學，
而傳統的大學則由州政府負責。

文件（必須為英文或瑞士官方語言）
填妥及已簽署之簽證申請表（visa D）

三份

最近六個月內拍攝的證件相（35 x 45mm）

四張

有效期最少十二個月的護照

高等專業學院

註：護照須無破損且有至少兩頁空白簽證頁

高等專業學院提供大學水平的教育，並且包括實際的工
作經驗。瑞士的十四所師範學院也屬於高等專業學院；大
多數高等專業學院均由聯邦政府直接管理。

酒店管理學校

入學要求

香港身份證

正本+副本兩份

父母或資助人擔保信及財務擔保表格

正本+副本一份

最近三個月的銀行戶口紀錄

正本+副本兩份
副本各兩份

出生證明書

正本+副本兩份

個人履歷表

兩份

學校成績單、證書及公開試成績單

正本+副本各兩份

最近IELTS或TOEFL成績單

各間院校的入學要求均有所不同，亦會設立不同的入學
考試，而學位課程的基本要求如下：


中六畢業，成功完成香港中學文憑。



18 歲或以上（建議）



熟悉德語、法語、意大利語或英語，視乎所申請的院校
的授課語言而定。

註：英文公開試成績或同等水平（IELTS 5.5 或 TOEFL IBT 55）。

瑞士院校的取錄書及繳費證明

正本+副本兩份
正本+副本各兩份

留學動機信、確認留學結束後離開瑞士的
聲明信及學習計劃

正本+副本一份

註：須經簽署並註明日期

移居資訊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瑞士的資訊，可掃
QR code 瀏覽瑞士駐香港總領事館網頁。
移居瑞士

入學申請程序
於個別院校指定時間內完成申請手續。部分學校可進行
網上預先申請，相比其他國家之院校須較早申請及準備。
申請時，同學須先填妥大學申請表，提供香港中學畢業證
書、公開考試成績、IELTS 或 TOEFL 成績、個人簡歷、護照
副本，照片及經濟證明等資料。若校方接納申請，便會發
出入學通知書，同學方可前往領事館申請簽證。
在香港有關瑞士升學的資料不多，瑞士駐港領事館亦只
提供院校名單。名單列出各院校在港的代理人及機構，同
學可直接向該等機構查詢。

學友社學生專線

正本+個人資料頁
副本兩份

父母之身份證及護照（個人資料頁）

瑞士的酒店管理學校舉世知名，院校多以英語授課。課
程不但集中於完整的酒店管理課程，同時也提供其他不同
領域的管理課程，例如人力資源管理、奢侈品營銷管理、
優質生活管理、國際款待業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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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2503 3399

瑞士官方信息平台

www.swissworld.org
Swiss University Conference
www.crus.ch
瑞士駐香港總領事館
灣仔港灣道 18 號中環廣場 6206 至 6207 室

3509 5000
hongkong@eda.admin.ch
www.eda.admin.ch/hongkong

芬蘭

芬蘭駐香港總領事館
生活費


生活費取決於學生的居住地點、宿舍類型及個人生活習
慣。學生的每月生活費用（包括膳食、住宿、旅遊、保
險等）約為€ 700 至€ 900（約 HK$6,537 至 8,404）。大
城市的生活費通常較小城市高。



大學對入學生會的學生每學年收取 € 80 至 € 100（約
HK$ 747 至 933 ）的會員費。應用科學大學也有類似的
學生會，但屬自願性質入會。學生加入學生會後會獲得
一張學生證，此證件可為學生提供餐費和公共交通補貼
等服務。

院校類型
綜合性大學

學生居留許可申請程序

芬蘭擁有遍布南北方的十三所綜合性大學，課程覆蓋所有科學
與人文領域，如南方的赫爾辛基大學，成立於 1640 年，是芬蘭歷
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大學。學生一般需時三年完成學士學位，碩
士學位則通常在兩年內完成，實際情況視乎個別課程而定。



只有在正式被芬蘭大學錄取後，申請人才能在
Enterfinland.fi 網上申請學生居留許可。



學生居留許可申請費用：

1. 網上申請費用：€ 350（約 HK$3,268）

應用科學大學

2. 紙本申請費用：€ 450（約 HK$4,202）

芬蘭擁有二十二所應用科學大學，為學生提供高水準技能的實
用型課程和訓練。學生可以取得的學位包括工商管理、工程、資
訊技術、社會服務、文化藝術和護理等，一般需時三年至四年半修
讀，其中包括一個學期的實習期，實際情況視乎個別課程而定。



2. 入學錄取通知書
3. 收入證明（銀行存款記錄）*
4. 學費或獎學金證明（如有）
5. 已支付的醫療保險證明文件 ( 醫療保額必須符合相
關要求，及同等價值的貨幣要求 )

語言要求



IELTS：6.0 至 6.5 分



TOEFL iBT：79 至 92 分

學生居留許可申請一般需要提交以下文件：

1. 有效護照

大學課程入學資格
芬蘭的高等教育機構開設了超過 400 項英語授
課課程，一般而言，課程設有最低語言入學要求：

留學漫遊

芬蘭擁有先進的教育體系，包括十三所傳統綜合性
大學和二十二所應用科學大學，覆蓋了南方現代化的都
市到北極圈的廣大地區，為國際留學生提供超過六百個
課程選擇。芬蘭教育制度與香港不同，學生接受九年的
義務教育後，可選擇升讀三年制高中，完成後升讀綜合
性大學；或通過職業教育機構，取得職業資格認證後升
讀應用科學大學。

英語入學要求

註：英語入學要求詳細資料可瀏覽：www.study.eu/article/guide-how-to-study-in-finland-in-english

* 申請一年居留許可的學生需要證明個人戶口有€ 6,720（約 HK$63,001）
；申請兩年居留
許可的學生則需要證明個人戶口有€ 13,440（約 HK$126,002）
註 1： 如有需要，申請表可能會要求遞交其他所需文件
註 2：如果申請學生居留許可時仍未繳交學費，申請人必須證明有足夠資金繳付其學費及
在芬蘭生活所需之一切費用。



學生居留許可申請一般需時 30 至 90 日，詳情請瀏覽
migri.fi/en 網頁了解更多相關資訊。

學費及生活費

移居資訊

學費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芬蘭的資訊，
可掃 QR code 瀏覽芬蘭移民局網頁。

芬蘭自 2017 年以來開始向歐盟和歐盟經濟區成員國以外的留
學生收取學費。學費因應課程有別，大部分課程學費每年約介乎
€ 4,000 至€ 18,000（約 HK$37,355 至 168,099）之間。博士學位的
教育則仍然免費。
芬蘭不少大學為吸引國際學生報讀，提供留學生多項獎學金。
由於各院校的獎學金計劃申請資格與方式各異，學生可以直接聯繫
就讀院校了解詳情。

移居芬蘭

芬蘭駐香港總領事館
中環雪廠街 16 號西洋會所大廈 10 樓

2525 5385
sanomat.hng@formin.fi
visa.hng@formin.fi（簽證查詢）
www.finlandabroad.fi/web/hkg

Photo Credit: Sakari Pii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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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新加坡旅遊局

留學漫遊

新加坡以雙語教學為教學原則，使學生有良好的
英語及母語基礎。目前新加坡約有 340 所中小學以及
多所初級學院、理工學院、藝術學院及大學，提供各
種升學機會。
新加坡的小學、中學與初級學院的新學年在每年的 1 月份開
始。每個學年分成四學期或分為上下兩學期。第一學期與第三
學期結束時放假一個星期。第二個學期與第四學期結束時，各
有一個長假期。

學制

大學入學資格
海外學生必須完成十二年的中小學∕高中教育，並取得與
劍橋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GCE A-Level）相同等級的及格成
績，個別院校亦要求提交 TOEFL∕IELTS 成績。

入學申請程序
申請人可直接聯絡院校查詢及報名申請入讀。如獲學校取
錄，學校會寄一張取錄書給申請人。申請人須簽妥取錄接納書
（Acceptance form），並於限期前寄回學校及繳交學費。

學徒

學費
各種學院、課程的學費各異，同學須個別向學校查詢。

工藝
教育學院

簽證申請程序
大學

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
︵ GCE A-Level
︶

高中

就業

理工學院
初級學院

四年快捷課程

︶
PSLE

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 GCE O-level
︶

中五普通

四年普通課程
中一至中四

小學六年級離校考試︵

定向階段小五至小六

奠基階段小一至小四

普通教育文憑初級程度
︵ GCE N-level
︶

申請大學先修班預科課程，可直接向學校申請。而申請入
讀初級學院一年級者，只會於 3 月公布當地普通教育文憑普通
程度考試結果後，才可獲知申請結果。

高等院校類型
中學後的教育學府
在新加坡，大多數準備上大學的學生都會選修初級學院的
兩年制課程，或高級中學的三年制大學先修課程。當地五所理
工學院提供三年全日制專業文憑課程，所有在當地理工學院就
讀的學生，不論國籍，一律可享有新加坡政府高達 80% 的學費
津貼。此外，學生可修讀由政府開辦的工藝教育學院（三所）或
藝術學院（二所）的專業文憑或學位課程。

簽證必須由有關的院校代申請人申請。申請人必須於開課
時間的最少兩個月前辦理簽證，並且提交以下文件︰


表格（Form 16 及 Form V36）



入學通知書（於網上申請者須另外繳交學校發出的網上申
請學生准證通知）



出生證明（須有英文譯本）



有效護照



學歷證明



成績證明



擔保人證明 Form V39S



學校填寫的 Form V36A



兩張近期彩色或黑白照片



學校發給移民局的錄取通知書

移居資訊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新加坡的資訊，
可掃 QR code 瀏覽新加坡移民與關卡局網頁。
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也擁有多所私立學府，為不同領域培育人才，提供
藝術、工商管理、資訊科技、烹飪技術、旅遊業、新媒體與設
計等方面的課程。
新加坡旅遊局香港辦事處
銅鑼灣勿地臣街 1 號時代廣場一座 30 樓 3011 室

大學
新加坡擁有六所本地大學，提供獲國際認可的大學學位課
程，本科課程介於三至四年。在學費津貼計劃下，新加坡政府
為進入當地大學的國際學生提供約 75% 的學費津貼，而國際學
生獲得大學教育津貼後，必須履行學費津貼合約，畢業後在新
加坡註冊公司工作三年。除了此六所大學，不少外國大學亦於
新加坡開設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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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 3399

2598 9290
www.moe.gov.sg

新加坡駐香港總領事館
金鐘夏𢡱道 18 號海富中心第一座 901 至 902 室

2527 2212
www.mfa.gov.sg/hongkongchi

日本

香港留日學友會

留學情況
留學種類
學習日語
短期留學

長期留學

留學目的
就讀日語教育機構或私立大學的別科等
不會取得學位。如港日兩地大學交換生、
到研究所進行項目研究、就讀暑期班或短
期培訓等
獲得學位及專業資格，或進行長期研究。
如就讀大學院、大學、短期大學、專修學
校、專門學校的高等課程及高中等

留學年期
半至兩年
一年內

一年以上

原則上全部課程以日語授課，但現時不少重點大學也有開
辦英語授課之學位及研究院課程，只要求初級日語程度，其中
不少為理科課程。日本的學校基本在 4 月入學、英語授課課程
及部分日語或專門學校會於 9 至 10 月開學。部分學校更開設短
期課程，或可申請插班。
有意報考大學及專門學校的同學，需應考「日本留學試驗」
（EJU）
；希望考核日語水平者則需報考「日本語能力檢定試驗」
（JLPT）。目前包括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在內，香港有多間教育機
構提供針對 EJU 的全日或半日制集中課程，讓學員可在半年內
達 JLPT N2 程度。
考試

EJU
JLPT
大學入學試驗

舉行日期
每年6月及11月下旬

放榜日期

每年7月及12月初

8月及翌年1月初
10月及翌年3月初

各校自訂，基本於1至2月

3月中（放榜及註冊）

註： EJU 詳情請向香港日本文化協會查詢（電話：2537 3797）。而 JLPT 詳情請向香港日本語教
育研究會查詢（電話：2866 9991）。

香港學生入學資格




須具備十二年正規教育程度，即中六畢業；或
在日本政府指定的十多間日語機構完成文部科學省指定的
「大學入學準備教育課程」。
如報讀高等教育機構，基本上需具備 JLPT 1 至 2 級或 EJU
日文卷達 200 分日語水平。

簽證申請
就讀高等教育機構的必須為中六畢業生，申請簽證時必須
提交中學畢業證書及校內成績（DSE 成績相對不重要）。留學簽
證有效期一年，簽證期滿時可在日本延期，日語學校等最多延
至兩年；大學等則每年延期一次，並視乎申請人實際情況作個
別審批。簽證所需文件與申請學校大致相同，另包括入學許可
書、去向計劃書等。通常會由校方代辦申請，若大學不代辦，
同學則須另找在日代理人代辦。
由於疫情影響，目前除了經已獲得日本學校的入學許可書
並完成簽證文件審查等特殊情況，海外原則上無法發出簽證。
因此可以在香港申請留學簽證的途徑是通過申請日本駐港總領
事館主理的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方有機會赴日留學。

留學漫遊

同學赴日留學，主要會於高等教育機構就讀，
包括大學院、大學、短期大學、專門學校和專修學校
（大部分選修日語或專門課程）。目前日本亦開始有高
校（即中四至中六）接受中學生留學。赴日留學前必須
先考慮清楚自己的進修計劃，按照學習能力、經濟能
力、將來的發展方向等，選擇不同的教育機構，制定
留學計劃。外國留學生畢業後留日工作的人數近年有
增加趨勢。

註：相信日後隨著疫情改善封關措施會逐步放鬆，請密切留意日本總領事館網頁上的發布。

學費及生活費
基於課程及個人生活要求不同，學費連生活費等平均一年
支出約 12 萬至 15.5 萬港元。留日期間可兼職，但須向入國管理
局申請「資格外活動許可書」，獲批准後方可於規定時限內從事
非風化行業的兼職。手續現已簡化，在主要國際機場入境時可
即時申請許可書及等同身份證的「在留卡」。

獎學金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可向日本駐港總領事館申
請。得獎者的入學金、學費、來回機票等費用由日本政府支
付，每月有生活津貼。只限港澳永久居民及護照持有人申請，
且有年齡限制；並需要經過總領事館的文件審查、筆試及面
試。港人可申請的獎學金已增至四種 *，其中適合赴日留學生
有：
獎學金名稱
學部留學生獎學金
專修學校留學生獎學金
研究留學生獎學金

適用對象
有意到日本升讀大學的中六畢業生
有意到日本升讀專修學校的中六畢業生
擁有學士學位

*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可向該協會申請，詳情請參閱網頁：www.japansociety.org.hk u
留學日本 u 獎學金

留學講座

因日本學校的代表無法來港，今年也會和去年一樣，香港
留日學友會聯同日本總領事館及日本半官方機構 JASSO 等合辦
的「日本留學說明會」會繼續以網上形式進行，日期如下：
英語說明 8月21日（六）、8月29日（日）、9月4日（六）
日語說明 9月12日（日）、9月18日（六）、9月26日（日）

12:00-17:30
11:00-16:30

註：收看網站資訊等具體資料請留意 JASSO 及香港留日學友會的官方網頁。

目前可於以下網頁查看留學資料：

註： 部分專門學校可能要求 JLPT 3 級日語水平；而英語授課的課程必需具備 TOFEL iBT 70 至
80 分或 IELTS 5.5 至 6.0 分的英語水平，日語水平則不拘。留學高校一般要求是已學習日
文一年或以上。

入學申請程序
1.
2.
3.

4.

向有關學校索取簡章及入學申請表格。
如報讀採用「渡日前入學許可」制度之大學及專上學院（無
需赴日報考），申請人只需報考 EJU，考生的成績如符合該
校收生水準，大學方面會派專人到港或進行網上面試。
如報讀沒有採用「渡日前入學許可」制度之學校時，填妥院
校的報名表格後，須連同報名費（可用匯票）及所需文件寄
給學校審查。各校要求提交文件可能不一，選考程序也不
盡相同，詳情請直接向學校查詢。
通過文件審查，獲學校錄取後繳交學費並辦妥入學手續。

註：
• 一般 4 月開課的日語課程，報名時間為前一年的 9 至 11 月；10 月開課則在 2 至 4 月報名。大
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則通常在 8 至 10 月報名。
• 考慮領取及準備文件、郵寄時間等，須預留六至九個月準備。
• 報讀日語學校可通過代理公司代辦報名及簽證手續，但須留意代理之學校類別、課程、收費
及退款安排等。

留日須知 Guide book

一般留日資訊（英文、日文）

赴日留學綜合訊息（中文、英文等）

註： 香港留日學友會將應各中學或團體邀請，隨時舉行小型說明會，請留意香港留日學友會、
日本總領事館及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等網頁上的最新消息。

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2532 2374

www.hk.emb-japan.go.jp

日本學生支援機關 JASSO

www.jasso.go.jp

日本留學綜合指南

www.studyjapan.go.jp/ch/index.html

香港留日學友會

juashk@gmail.com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2537 3797

www.juas.hk
www.japansociety.org.hk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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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資料來源：大韓民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留學漫遊

韓國的文化產業發展蓬勃，如電視劇、綜藝、流
行音樂等流行文化，吸引了愈來愈多同學選擇到韓國
升學，深入體驗當地生活。赴韓升學前，同學必須考
慮清楚入學要求、留學費用、語言和文化差異、學歷
在國際的認受情況及個人生涯規劃等，作出適合自己
的決定。

高等教育概況
韓國實行 6 - 3 - 3 - 4 的教育制度，即小學六年、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及大學四年。當地的高等教育，按不同的辦學團體分
為：國家開辦的國立大學、地方自治團體開辦的公立大學，及
學校法人開辦的私立大學。當地現時有 400 多所大學，包括本
科大學、專科大學、研究生院大學、遙距大學、產業大學、教
育大學等。
大學本科課程的修業年期多數是四至六年，畢業學分一般
為 140 學分，修畢規定課程可獲授學士學位。而專科大學授課
年限為兩至三年，兩年制畢業學分為 80 學分，三年制為 120 學
分。修畢規定課程可獲頒發專門學士學位，畢業生可插班到大
學、產業大學或廣播通訊大學繼續學業。

學費及生活費
學費


每間院校或每個學科的學費都有不同，本科課程每學期需
US$460 至 12,500（約 HK$3,570 至 97,015）。



學校或要求學生入學後修讀韓語以符合畢業資格，韓語課
程可能須另外收取學費。



報名申請費：US$50 至 150（約 HK$388 至 1,164）。

住宿
大部分院校設有宿舍，會優先提供給外國學生。宿費視乎
地區、院校、房間類型均有不同。一般約為每學期 US$ 410 至
1,550（約 HK$3,182 至 12,029）。

生活費（每月）


膳食：約 US$300（約 HK$2,328）



交通、保險及雜費：約 US$100（約 HK$776）

獎學金
各大學設有為留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大部分根據成績，提
供 30% 至 100% 的學費支援。韓國政府各部門亦設有留學生獎
學金，如教育科學技術部、文化體育觀光部、外交通商部等。

入學要求
學術成績
各校的收生要求均有不同。惟大部分院校收生均不會考慮
DSE 成績，多依據高中三年校內成績、面試表現、入學測試、
自我介紹，或所遞交的材料等考慮取錄學生。

語文要求
大部分院校一般要求學生持有韓國語能力考試（TOPIK）3
級或以上。如選擇英文授課的專業，可提交全球公認的英語成
績（要求視乎各院校及課程而定）。
當地大專院校多以韓語為主要授課語言。如韓語能力未
達院校指定要求，學生須於開學後修讀韓語課程，並須達到
TOPIK 4 級或以上方能畢業（英文授課的專業除外）。但現時韓
國大學趨向國際化，約有 30% 課程以英語授課。部分學校設有
國際研究學系，所有課程均以英語教學。

簽證申請
當地認可院校正規課程（本科、碩士、博士）入學申請通
過後，取得入學許可證，須持該證至大韓民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申請正規課程留學簽證（D-2）。申請簽證所需文件包括簽證發
給申請表格連同照片、護照正本及個人資料頁副本、身份證副
本、財政能力證明、預定入學學校的商業登記證副本及標準錄
取證書、最終學歷證書、成績單正副本及手續費等。

就業

TOPIK 共分 6 級，最低 1 級，最高 6 級。有效年期為兩年，
香港每年舉行 4 次考試。有意報考者須於指定日期網上報名，
詳情可瀏覽：www.topik-hk.org。

韓國政府放寬對留學生在學期間任兼職與畢業後就業的限
制。就讀正規課程的留學生，打工時數一星期以 20 小時為上
限，週末及寒、暑假則沒有時數限制。畢業後可留在當地工作
或繼續升學。韓國大學畢業的理工組學士以上、文組碩士以上
學位，無須經再入國程序，即可在當地獲得逗留資格及就業。
每年舉行的外國留學生聘用博覽會提供不少就業機會，詳情可
瀏覽：jobfair.contactkorea.go.kr。

入學申請方法

移居資訊

韓國的大學不設統一招生，外國學生須個別向院校提交入
學申請。當地大學的學期制度是從每年 3 月開始，分為 3 至 8 月
及 9 至 2 月兩個學期。一般來說，春季學期的報讀截止日期約
在 9 至 11 月，秋季學期則在 5 至 6 月。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移居韓國的資訊，可掃
QR code 瀏覽大韓民國簽證門戶網頁。

申請入學所需的資料一般包括：入學申請書、自我介紹和
學業計劃、推薦書、最終學校成績證明和畢業（預計）證明、
護照副本或國籍證明材料、韓語及英文能力證書、財政能力證
明；以及影片或作品集等能力證明材料（音樂、體育或藝術科
目適用）等。

大韓民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金鐘夏慤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5 至 6 樓

2529 4141
hkg-info@mofa.go.kr
hkg.mofa.go.kr

國立國際教育院韓國留學綜合系統

www.studyinkorea.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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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移居韓國

海外公開試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整理

不同國家的大學多要求同學持不同的海外公開試資歷，同學應預早報考有關考試，以入讀心儀的海外大學。

學能傾向測驗（SAT）
SAT：每年 3 月、5 月、8 月、10 月及 12 月於美國以外的地區舉行（共 5 次）*
考試日期 SAT Subject Tests：每年 5 月、6 月、8 月、10 月及 12 月於美國以外的地區
舉行（共 5 次），其中語文科聆聽考試只在 5 月舉行。*
SAT（SAT Reasoning Test）
（約 3 小時）
：
 內容包括數學、閱讀和寫作及語文
 考核形式：多項選擇題為主
 另有自願性參加的作文測試（約 50 分鐘）
考試內容
SAT Subject Tests（每科 1 小時）
：
 分為英文、數學、歷史、科學及語言五個範疇，共 20 科
 考生每個考期最多可報考三科
 考核形式：多項選擇題
報名日期 約於考試日期前一個月截止報名
學生可透過美國大學理事會網上報名系統或郵寄報名 *
報名方法 * 郵寄報名只適用於 13 歲以下或未能於網上繳費∕上載相片之申請者

美國大學入學測驗（ACT）

考試名稱

每年 2 月、4 月、6 月、7 月、9 月、10 月及 12 月於香港
進行（約 28 次）*

ACT 共分為 4 部分，全部皆為選擇題：
 英語 75 題（45 分鐘）
 數學 60 題（1 小時）
 閱讀 40 題（35 分鐘）
 科學 40 題（35 分鐘）
 另有自願性參加的作文測試（約 40 分鐘）

留學漫遊

主要適合美國升學之同學應考

約於考試日期前一個月截止報名
學生可透過美國大學入學測驗網上報名系統或郵寄
報名 *
* 郵寄報名只適用於 13 歲以下或無法以信用卡繳費之申請者

考試費用

查詢機構

備註

 SAT：US$52
 SAT with Essay：US$68
 SAT Subject Tests：
基本註冊費：US$26
每科附加費：US$22
語文科聆聽考試附加費：每科 US$26
 美國以外考生須額外繳付海外考試手續費 US$53（東亞地區）
 於亞洲國際博覽館考場應考須額外繳付附加費 US$2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國際及專業考試部
新蒲崗爵祿街 17 號 3 樓

：US$150
 ACT（no writing）
 ACT with writing：US$166.5

美國大學理事會

www.collegeboard.org

3628 8787 / 3628 8755
www.hkeaa.edu.hk/tc/ipe/sat
SAT預備手冊可於美國大學理事會網站下載，或親赴考評局新蒲崗或灣仔
辦事處（地址：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12樓）索取；或郵寄至新蒲崗

ACT
319-337-1270
www.actstudent.org
「Preparing for the ACT」64頁小冊子可於ACT網站下
載，或透過ACT網站進行免費體驗模擬電腦化測驗

辦事處索取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形勢不斷變化，2021 年 5 月 SAT 及 SAT Subject Tests 報名截止日期更改為 2021
年 4 月 27 日。2021 年 6 月 SAT Subject Tests 報名截止日期更改為 2021 年 5 月 26 日。其餘考期的
截止日期可能亦會更改，請留意美國大學理事會網頁的最新消息。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形勢不斷變化，主辦機構公布取消原定於 2 月 5 至 6
日的美國以外試場的考試，受影響考生將收到電郵通知及申請改期指
引。

主要適合英國升學之同學應考
考試名稱
考試日期
內容

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IGCSE）∕普通教育文憑試（GCE）
冬季考試
IGCSE：1月（Pearson Edexcel 舉辦）
IGCSE 及 GCE：10月至11月（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舉辦）

夏季考試
IGCSE 及 GCE：5月至6月

考試設有多個文、理、商科，內容大致與會考或高考相若
每季考試開設約30至40科，同學可按需要報名

夏季考試
冬季考試
IGCSE：9月上旬至中旬（Pearson Edexcel）
IGCSE 及 GCE：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
IGCSE 及 GCE：6月下旬至7月上旬（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報名方法 香港學生可於考評局網上報名系統報名
Pearson Edexcel 及 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考試費用不一，有意報考的同學請瀏覽考評局網頁，或向考
考試費用
評局國際及專業考試部查詢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國際及專業考試部
新蒲崗爵祿街17號3樓
查詢機構
3628 8787
www.hkeaa.edu.hk/tc/ipe/gce_gcse_igcse_ial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形勢不斷變化，2021年5月及6月的IGCSE夏季考試（Pearson Edexcel舉辦）已經取消。而所有IGCSE 及GCE考試
備註
（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舉辦）會如期進行。
報名日期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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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能力考試
大部分海外大學均要求同學達一定英語能力水平，普遍以托福考試（TOEFL）或雅思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成績為英
語水平入學要求。報考詳情如下：
托福考試（TOEFL）

考試名稱

留學漫遊

主辦機構

雅思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

美國考試服務中心（ETS）

英國劍橋大學的英文考試委員會（Cambridge ESOL）、英國文化協會和
IDP 教育

一般於每月的星期六及日舉行

筆試（聆聽、閱讀及寫作）一般於每月的星期六上午進行，口試則在筆試
完結的當天下午或翌日，以及在之前或之後一週進行；電腦模式考試一
般每週 5 次，所有考卷將於同日進行

TOEFL 共分為 4 部分：（約 4.5 小時）
 閱讀（54 至 72 分鐘）
 聽力（41 至 57 分鐘）
 會話（17 分鐘）
 寫作（50 分鐘）
 在港進行的托福考試以網上考試（Internet-Based Test,
iBT）形式進行

IELTS 共分為 4 部分：
 閱讀（60 分鐘）
 聆聽（40 分鐘）
 寫作（60 分鐘）
 會話（11 至 14 分鐘）
IELTS 分兩種模式：
：適用於計劃進入大學、大學準畢業生及投考
 學術模式（Academic）
英語國家的政府、商業機構及專業團體的人士
：適用於計劃到英語國家就讀學位程度以
 通用模式（General Training）
下的課程、移民或工作的人士

考試日期

內容

報名日期

於考試日期前 7 天截止報名（不包括考試當日）
（逾期報名則於考試日期前 3 天截止）

1. 網上報名：美國考試服務中心網上報名系統
2. 電話報名：聯絡 Prometric 區域報名中心（RRC）
（ 60-3-7628-3333）
報名方法
3. 郵寄報名：於所選最早的考試日期前四星期，將已填
妥之申請表及有關文件寄回 Prometric 區域報名中心
（RRC）
考試費用

1. 網上報名：英國文化協會或 IDP 教育的網上報名系統
2. 親身報名：將已填妥之申請表及有關文件交回英國文化協會或 IDP 教育

US$245（逾期報名手續費 US$40）

HK$2,200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國際及專業考試部
新蒲崗爵祿街 17 號 3 樓

英國文化協會
金鐘法院道 3 號

3628 8787
www.hkeaa.edu.hk/tc/ipe/toefl
查詢機構
美國考試服務中心（ETS）
www.ets.org/toefl

備註

約於考試日期前 7 天截止報名（不包括考試當日）

2913 5100
www.britishcouncil.hk/exam/ielts
IDP 教育（香港辦事處）
灣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 2807 至 2809 室
2179 3600
www.idp.com/hongkong/ielts-hk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形勢不斷變化，主辦機構推行「TOEFL iBT® Home Edition」網上考核，香港考生必須使用 Windows 或 Mac 運作
的電腦下載考試專用軟件及智能偵測程式方能應考，此服務應用於設有 TOEFL 考試的所有地區，中國及伊朗除外。
 考試成績有效期為兩年

小貼士
如欲了解海外各地高等院校就香港中學
文憑訂定的基本入學要求，可瀏覽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網站有關「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資歷認
可」頁面（ www.hkeaa.edu.hk/tc/recognition/
hkdse_recognition/non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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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 3399

非本地學歷評估

資料來源：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評審局乃版權唯一擁有人）

評估原則


評估所需的證明文件

評審局會獨立地評估個別人士的總體學歷，並比對其在學
習歷程中獲取的學習成效與在香港取得某特定資歷級別的
標準。



學歷評估並非院校或課程評審，因此評估結果只適用於個
別申請人而非特定教育機構或其課程。



個別獨立的工作經驗、未完成之學歷及專業團體∕註冊組
織之會籍均不在學歷評估考慮範圍之列。



如申請人有學分由其他學術課程及∕或其他已獲認可的過
往資歷轉移至受評估的學歷而獲得科目∕學分豁免，評審
局將作個別考慮。

評估步驟
第1步

身份證或護照；



畢業證書；



最終成績單；



相關機構發出的學分轉移的書面證明（如適用）

教師學歷評估服務
教育局自 2005 年起委託評審局為持有非本地學歷、並有意
申請成為註冊教師的準教師提供學歷評估服務。有關申請用以
教師註冊用途的學歷評估額外所需的證明文件，請參閱學歷評
估服務平台。有關教師註冊的要求及程序，請參閱教育局網頁。

評估費用
用途

費用

一般用途

$2,835

教師註冊或教師聘任用途

$3,130

申請人備齊學歷評估所需證明文件

第2步

申請人於網上學歷評估服務平台（iportal.
hkcaavq.edu.hk）填寫申請表格，並上載
所需證明文件及支付評估費用 *

第3步

由評審局進行評估（在收妥所有所需文件
後及發出申請覆函的下一個工作天起計，
一般需時約十五個工作天，若需要更多資
料或作進一步調查，評估時間或會延長。）

第4步



留學漫遊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提供學歷評估服務，為所有非本地（包括內地及海外）學歷進行學歷
評估。評審局會為申請人的總體學歷（即受評估的最高學歷，以及當中對其有重要影響的學習而達致的綜合學
習成效）是否達到在香港取得某特定資歷的標準提供專業意見。

評估完成後，評審局會以電郵（或電話）
形式通知申請人。若申請人沒被要求前往
評審局辦事處出示正本，評審局會以郵寄
方式發出評估報告。

註：如申請人對評審局的評估決定感到不滿，可於收到評估結果後 30 天內申請覆檢。
* 如申請人有極大困難使用網上平台遞交學歷申請，可以先在網上（iportal.hkcaavq.edu.hk/
submit-in-person）預約，並於預約期間帶同所需文件的正本及一份影印本前往評審局遞交
申請。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柴灣小西灣道 10 號

3658 0285
qainfo@hkcaavq.edu.hk
www.hkcaavq.edu.hk /
iportal.hkcaavq.edu.hk（網上申請平台）

常見問題
1.

如我的總體學歷已評定為達到在香港取得某特定
資歷級別的標準，是否代表學歷獲僱主接納？
不是。在香港，僱主或團體擁有接納某個學歷作
入職和註冊用途的最終決定權。

2. 評估結果設有效期限嗎？
沒有。每一宗評估均按照現行的學歷評估指引而
進行。
3. 我是其他國家的註冊教師。我在香港也可註冊成
為老師嗎？
不一定。評審局會根據教育局訂下有關本地師資
培訓學歷的要求以評估申請人的學歷。評估結果
將為教育局各項考慮因素之一，教育局有權決定
申請人能否在香港成為註冊老師。
4. 評審局未能評估哪些學歷？
1. 未完成或當地國家不認可之學歷；
2. 少於一年全日制的學歷；
3. 擁有過量學分轉移或豁免（例如： 90 % ）來自
不被認可的學習之學歷；
4. 文化大革命時期（即 1966 至 1976 年）中國內地
的學歷；
5. 專業團體∕註冊組織之會籍；
6. 工作經驗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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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職場，你今日準備咗未？
職場情報站

中學畢業後便選擇投身就業市場，並不一定等於「讀唔成書」。在前線服務中，發現不少選擇就業的同學
都是有想法的。例如：想體驗某行業是否真的適合自己，再決定進修的方向；因個人經歷，早有明確目標；憧
憬親友的工作，想盡早投身該行業；渴望盡早獨立自主，積極尋找資源和機會；明白到現階段的自己志不在讀
書，倒不如累積工作經驗及技能等等。無論甚麼原因，只要有經過周詳的考慮及步署，就是一個好的選擇，但
投身職場前，又有甚麼需要準備呢？

擁有一技之長
除了學術成績，擅長於某個特定範疇的技能也是一大競爭
力。畢竟投身職場後，不再只是坐在課室作答試卷，而是需要
親身去行動。你有沒有以下其中一或多項技能，能加以發展成
為就業方向呢？


用手操作機器、工具：例如烹調食物、手作、處理水喉和
電線、修理和組裝家具及電器、體能好等。



分析和研究：例如邏輯推理、精密運算、綜合分析、製作
表格和圖表、使用 Excel 試算表等。



藝術與創意：例如演奏樂器、繪畫、寫作、表演、唱歌、
設計等。

結果顯示，工作態度、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人際技巧是
僱主認為重要性最高的三個範疇。雖然學歷、公開試的分數、
畢業於哪間中學∕大專院校，是第一個是否符合工作入職條件
的考慮，但學術成就只是一張入場卷，能否獲得取錄、之後的
發展及晉升機會等，軟技巧方面的表現，均佔了不可或缺的影
響力。瀏覽網上社交平台，不時看到有人擁有高學歷但嘗試過
多次求職也無人聘請、同事千奇百趣的工作表現，惹來網民熱
話等新聞。如不想成為這些事件的主角，投身職場前，的確需
要好好培養自己在待人處事方面的能力。

職場新鮮人的裝備
針對上述的調查，你認為自己這三方面的能力表現如何
呢？



人際關係：例如懂得安慰別人、敏感地察覺別人的感受和
狀態、健談、有親和力、有廣闊的人際網絡等。



管理和領導：例如善於說服別人、使人願意跟隨、精準的
判斷力、能協調團隊工作、充滿野心等。

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臨危不亂、隨機應變

有常識

文書工作：例如檔案處理、懂得速寫、記性好、善於編輯
和校對、具執行任務的行動力。

果斷、反應迅速

找到問題的核心

能想到有效及全面的解決方案

行動力



重要程度不比學術成就少的軟技巧

工作態度

軟技巧是一些非技術性的技能。通常與待人處事有關，能
於生活、學業、工作都通用，並可以透過日常生活中與人互
動、參與團體活動（例如校內校外的學會和組織、制服團隊、
興趣小組、義工服務等）和職場體驗學習得來。
教育局發布過一份關於 2016 年度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工作
表現僱主意見調查。就著以下九個範疇，收集僱主對畢業生表
現的意見：

資訊科技
知識
數字運用
能力
語文能力
（英文及中文）

工作態度

人際技巧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主動積極

學習的熱忱

責任感

團隊合作

對工作有熱誠

遵從道德及操守

人際技巧
充滿自信

說話有條理

行為端正、重視形象

待人客氣有禮、互相尊重

包容體諒、謙虛誠實

善於交際、建立社交圈子

以上只是三個範疇的一些具體例子。如果你認為自己在
當中不少項目都表現不錯，固然是好事。若然發現自己仍有
不足，便需要訂下目標，身體力行去提升自己，以及「邊做
邊學」。此外，以上也是一些職場求生「貼士」，應用於職場
之中絕對有助事業發展。

分析及解決
問題能力

管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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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隊長（註冊社工）周芷楓

時事知識和
自學能力
工作所需的
專業知識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畢
業生的工作表現僱主意見
調查，可掃描 QR code。

在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的資助下，學友社在 20192022 學年，與 15 間合作學校進行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認識職場

如欲觀看在職人士經驗分享，可掃描 QR code。

是其中一個老師與同學都十分關注的主題，因此本社提供職涯
初探工作坊、職場分享及參觀、模擬工作面試、撰寫求職信等
服務。此外，亦訪問了來自不同行業的人，並製作成影片上載
於社交平台。希望可以全方位地協助學生認識自己和職場，從
而及早裝備及找到方向。

過去不能改變，未來仍可創造
人們常說投身職場是進入社會大學，融合及應用課本知識
和生活技能，於社會和職場中生存，然後找到並建立自己的生
活。要離開舒適圈，投身一個全新的環境，可能會感到興奮和
期待，也可能會感到迷茫和擔心。過去，是牽絆，也可以是推
動；未來，是不確定未知數，也可以是無限可能性。投身社會
後將會有更多的自主和獨立，要賦予這段新的冒險旅程怎樣的
意義，其實是掌握在你的手裡！

如想參考更多關於求職資
訊，可瀏覽 Student.hk 的「求職
路路通」
，或掃描右方 QRcode。

主辦：

鳴謝：

泰拳教練

空中服務員

前港欖球運動員（上集）

前港欖球運動員（下集）

戲劇演員

軟件工程師

職場情報站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民政事務局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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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情報站

酒店及旅遊學院
中華廚藝學院
國際廚藝學院

職業培訓課程

酒店及旅遊學院（HTI - Hotel and Tourism Institute ）、
中華廚藝學院（CCI - Chinese Culinary Institute）及國際廚藝學
院（ICI - International Culinary Institute）提供酒店、旅遊及廚
藝相關課程，學院配備專業的培訓設施，包括訓練酒店、訓練
餐廳、訓練廚房、葡萄酒研習室等，讓學員可透過接待客人汲
取實戰經驗，為日後加入酒店、旅遊及餐飲業作好準備。

全日制文憑課程列表
課程範疇

資歷
級別

酒店營運

3

餐飲營運

3

餐飲與活動管理

3

旅遊服務及旅行社營運

3

中華廚藝

3

國際廚藝

開辦
院校

修讀
年期

課程內容

入學
要求

掌握酒店客務、房務及餐飲各部門全面的營運技巧
學習有關餐飲知識及服務技巧，以及餐酒及美食配對等實務應用

HTI

學習餐飲及活動策劃、管理知識及技能培訓

$16,700

一年

掌握旅遊、航空及導遊服務等專業知識，應用業界訂位系統、
學習領隊及客戶服務等技巧

CCI

學習中式菜餚烹調技巧及中式餐飲營運管理知識，食物衞生及
成本控制
教授傳統及當代廚藝知識，認識食品安全及營養，培養廚師的
專業操守

3

完成
中六

3

$13,600
第一年：

$16,700

兩年

ICI
西式包餅及糖藝

學費 *
（每年）

第二年：

$12,100

第一年：
掌握傳統西式麵包、糕點、時尚糖藝及朱古力等製作技巧，
認識食品安全及營養

$16,700

第二年：

$11,000

註： 1. 全日制課程的學員按課程需要，或須於晚間、週末及假期等在各訓練地點實習。
2. 上述課程會額外於暑假或其他學校假期授課，讓學員能盡快投身相關行業工作。
3. 學院亦提供全日制國際廚藝和葡萄酒及飲品商業管理相關之高級文憑課程。詳情可參閱本指南第一冊「副學位課程巡禮」部分。
* 學費水平會每年檢討

入學申請
統一收生計劃 2021*

7 月 21 日（三）至 7 月 26 日（一）
詳情將於 7 月上旬在 VTC 入學網頁公布

* 上列所述各項日期及安排或會因應文憑試放榜日期及安排上的變更而有所修訂，有關
收生程序及統一收生計劃最新資料，請瀏覽入學網頁 www.vtc.edu.hk/admission。

74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酒店及旅遊學院∕中華廚藝學院∕國際廚藝學院
薄扶林薄扶林道 143 及 145 號職業訓練局薄扶林大樓
九龍灣大業街 46 號職業訓練局九龍灣大樓 7 樓
元朗天水圍天河路 11 號 6 樓

2538 2200 / 2751 5808 / 3713 4600
hti@vtc.edu.hk / cci@vtc.edu.hk / ici@vtc.edu.hk
www.hti.edu.hk / www.cci.edu.hk / www.ici.edu.hk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15 分

青年培訓課程

職業培訓課程

ERB 課程

助開啟事業大門

ERB 提供約 700 項具市場需求及事業前景的培訓課程，涵

訓練期及學費
培訓計劃

課程訓練期

學費

蓋 28 個行業範疇，並為青年人提供他們感興趣的行業基本技能

「青年培育計劃」課程

300小時（約三個月）

（下
專設培訓課程，包括屬全日制就業掛鈎的「青年培育計劃」

其他特色課程

約180至260小時

學費全免，
另備有培訓津貼

稱「計劃」）課程及其他特色課程，以及就業跟進服務。中六畢
業生亦可按其就業志向及培訓需要選擇報讀 ERB 的其他課程。

「青年培育計劃」簡介

支援服務
ERB 在天水圍設有「ERB 服務中心」，定期舉辦「青年就業
實戰系列」活動，為青年人提供職業生涯規劃、行業講座、求

「計劃」下的課程屬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適合 15 至 24 歲

職及面試工作坊等活動。青年人可登記成為中心會員，費用全

中學畢業或以下學歷程度的待業、待學青年修讀。 ERB 透過委

免。ERB 在葵青、荃灣、九龍西及九龍東區設有 37 個「ERB 服

任培訓機構，開辦緊貼市場需求的課程，並根據僱主及實際工

務點」，為有培訓及就業需要人士（包括青年人）提供課程查詢

作需要，增加技能應用方面的訓練時數，以提升學員的就業能

及報讀，以及預約培訓顧問等支援服務，並定期舉行行業講座

力及僱主聘用的信心。

及試讀班。公眾人士亦可透過 ERB 網站或到「 ERB 服務中心」

「計劃」旨在重新啟動青年人的學習及進修意欲，以及提高
他們對職業生涯發展的積極性。「計劃」分為兩個階段推行，首

免費使用「培訓及職志測試」自助工具，了解個人職業志向，以
選擇合適的培訓課程。

階段讓學員體驗行業的工作性質，協助學員了解自己的意向、

此外，ERB 在小西灣辦事處、「ERB 服務中心」、「ERB 服務

鞏固興趣及訂定培訓方向，表現良好的學員可入讀第二階段，

點」、勞工處就業中心、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辦事處及其委託提

接受職業技能及基礎技能等訓練。

供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共超過 100 個地點，設置 ERB「培訓通」課

「計劃」亦著重全人發展，培養青年人正確積極的人生觀、
自信心、紀律及追求卓越的態度，幫助他們認清前路，作好未

職場情報站

僱員再培訓局（ERB -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致力提供技能培訓課程，協助學員投身就業市場和發
展事業，為學員構建進修階梯。

程搜索終端機，方便公眾人士搜尋及查閱 ERB 課程、服務和活
動資訊，並可預約培訓顧問服務，獲取培訓建議。

來的職涯規劃。
由於青年學員對社會和工作世界的認識尚淺，「計劃」會提
供為期六個月的就業跟進服務，以便培訓機構向學員提供更全
面的跟進和支援。完成課程的學員，可選擇繼續修讀其他全日
制職業技能課程，提升就業的競爭力。
現時，「計劃」涵蓋 11 個行業範疇、超過 20 項基礎證書課
程，包括化妝、髮型設計、美容護理、數碼攝影、西式烹調、
婚禮統籌、多媒體卡通片製作、智能設備支援、電子及電腦製
作組裝、寵物美容、咖啡店操作、烘焙製作、汽車及電單車維
修、繪本及漫畫、康體設施管理、足球及健身助教等範疇。

其他特色課程
ERB 另提供「寵物護理員基礎證書」、「社福中心運作助理
基礎證書」、「軟件及人工智能應用程式開發人員證書」、「專業
護衞基礎證書」、「青年啟迪訓練證書」及「全方位演藝人員基礎
證書」等特色課程，適合 15 至 24 歲、具中三或以上學歷的青年
修讀。課程的訓練期約 180 至 260 小時，包括工作體驗元素，
以協助青年人投身相關工作。

僱員再培訓局

182 182
www.erb.org
My ERB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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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造學院
職場情報站

香港建造學院（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為建造業議會機構成員。學
院的一年及兩年全日制課程專為有意投身建
造業發展的 年 輕 人 及 中 學 離 校 生 而 設 ， 適
合不同學歷 程 度 的 同 學 報 讀 ， 課 程 均 免 學
費、有津貼，每月津貼額由港幣 $ 3 , 600 至
$4,800。學院近年致力課程改革及發展資歷
架構第二至第四級別課程，並加入全人發展
及創新科技元素。今年推出全新「建造業職
專發展計劃」，為年輕人提供「一條龍」的完
善銜接機制及職業專才發展階梯，協助他們
技能、學歷雙軌發展，成為知識型技術人才。

高等文憑
課程為期兩年，包括十八個月課堂培訓及六個月
在職培訓，適合中學文憑試考獲五科二級或以上的
中六畢業生或年青人報讀，以培訓工程監工為主。
科目包括屋宇建造監工、土木工程監工、屋宇裝備
監工及工料測量。課程除了教授施工管理和監督工
程質素的知識和技巧外，學生亦會獲安排到職業訓
練局（VTC）免費兼讀有關科目的高級文憑課程，及
在相關工程項目中實習。畢業生透過累積工作經驗
及持續進修，通過相關學會專業評核後，更有機會
取得工程管理等專業資歷。

建造文憑（優化版）
課程為期一年，適合中六畢業生報讀。課程包括十個科目，兼顧年青
人就業及升學需要，訓練學生成為知識型技工。完成訓練及通過中級工藝
測試，可申請註冊成為「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下認可的「註冊半熟練技
工」
（中工）。畢業生可升讀兼讀制「建造專門行業專業文憑」課程 *，再銜
接由其他院校提供的兼讀制應用學位課程 **，以晉身行業打理人為目標。

建造證書（優化版）
課程為期一年，適合中三學歷或以上人士報讀。課程包括八個科目，
旨在訓練學生成為優良技術型工人。畢業生通過中級工藝測試，可申請註
冊成為「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下認可的「註冊半熟練技工」
（中工）。另外
亦可選擇修讀由學院提供的兼讀制建造文憑課程 *。
優化後的「建造文憑」及「建造證書」課程，除學術理論和技能培訓
外，會加入各種建造業最新科技應用和知識，例如「組裝合成」建築法
（MiC）、建築信息模擬（BIM）、物聯網（IoT）等。
* 尚待審批的新發展課程，入學要求、課程內容及修讀期以最後審批為準。
** 兼讀制應用學位課程由其他院校提供，目前正在積極聯繫階段。

香港建造學院

2100 9000 / 2100 9115
training@hkic.edu.hk
www.hkic.edu.hk
2021 年 7 月至 8 月將於九龍灣院校及
上水院校設全日制課程即場面試。

職業培訓課程
菲臘牙科醫院（The Prince Philip Dental Hospital）是一所根據《菲臘牙科醫院條
例》所成立的教學醫院。該院現提供設施及課程培訓各類牙科輔助人員，包括牙科技
術員、牙科手術助理員、牙齒衞生員註 1 及牙科治療師註 2。
註 1 ：該院亦提供牙科衞生護理高級文憑課程，課程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並獲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協助舉辦。報名詳情可參閱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網頁。
註 2：該院亦提供牙科治療高等文憑課程，課程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並獲香港衞生署協助舉辦。申請者必須具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所
頒發之牙科衞生護理高級文憑。報名詳情可參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網頁。

全日制課程列表
課程

#

資歷級別

牙科工藝
高等文憑課程

4

牙科手術助理員
文憑課程

3

課程內容
修讀年期
入學要求
學費（每年） 2021/22開學日期
全面性基本牙科工藝技術培訓
DSE五科達2級
$31,575
2021年9月13日
學習製造部分及全口牙托、矯齒器和牙橋等器具
兩年
（包括英文） （分2期繳付）
（暫定）
小組教授、示範及實習等方式學習
牙科疾病、牙科治療程序
DSE五科達2級
$28,000
2021年8月19日
感染控制、緊急醫療事故（包括急救）、解剖及
一年
生理學、微生物學等
（包括英文） （分2期繳付）
（暫定）
 小組教授、示範及臨床實習訓練等方式學習






#

其餘四科成績可為應用學習科目達「達標」
（最多計算兩科）或其他語言科目達 E 級。

入學申請方法

課程資訊日 / 招生日

牙科工藝高等文憑及牙科手術助
理員文憑課程於 2021 年 6 月起接受申
請。申請人需於該院網頁下載申請表
格，填妥後連同表格及報名費（ $ 150 ）
郵寄 ^ 至菲臘牙科醫院牙科輔助人員培
訓中心，或親赴該院牙科輔助人員培訓
中心（位於該院 5 樓 B 座 13 室）遞交。

該院將於 2021 年 7 月（待定）舉
辦有關牙科手術助理員文憑及牙科工
藝高等文憑課程的入學講座。當日將
為入選申請人安排即場面試。
該院或會因應情況取消或更改入
學講座舉辦日期。活動詳情將在該院
網頁適時公布。

^ 郵寄遞交只接受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繳付，抬頭需寫
上「菲臘牙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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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 3399

菲臘牙科醫院牙科輔助人員培訓中心
西營盤醫院道 34 號

2859 0531
pdtc@ppdh.org.hk
www.ppdh.org.hk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

就業輔助計劃

職場情報站

職業訓練局（VTC -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推出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讓參與學員可以一面接受在職培訓，一面讀書進修，掌握知識技術
並獲取工作經驗。培訓期間更可獲穩定收入，是年輕人的理想出路之一。

計劃特色


有學有賺：政府和參與行業提供津貼、職學金及特定薪酬



認可學歷：計劃設不同入學點，完成計劃後，學歷級別等同本港資歷架構第三級或第四級



靈活貫通進修階梯：完成計劃可銜接更高學歷，逐步達成學位目標



業界廣泛支持：過百間企業參與，涵蓋多個專業範疇，為學員提供培訓及就業機會

課程列表
計劃安排
行業及相關課程

工程和科技

2021/22

2022/23

2023/24

津貼及薪金

2024/25

土木工程；建造管理學；電機工程；
機械工程學；屋宇裝備工程學；
電腦及電子工程
測量學；機械工程學；電機工程；
屋宇裝備工程學；電腦及電子工程

醫療保健產業

醫務中心營運

檢測及認證

化驗科學
1

設計、珠寶、創意工業

珠寶設計及科技 ；
視覺傳意 - 出版設計及印刷媒體 1；
主題公園及劇場創意科技

工程和科技

雲端系統及數據中心管理；
電訊及網絡科技 4

醫療保健產業

復康服務；
個人護理及美容產品學；
配藥學 4

運輸

汽車工程

3

於學徒訓練期內，學員可獲得：
：$30,800
 「職學金」
 每月薪金不少於：
$9,000
（適用於高級文憑課程）
$8,000
（適用於職專文憑及基礎課程文憑）
 每月政府津貼平均：
$2,5002
（上限為 $90,000）

樹藝管理
工程和科技
樹藝
運輸

航空

建造業議會 (CIC)「機電業 ( 建築 ) 學員培訓津貼計劃」(TSS)
CIC 將代表建造業僱主發放「機電業 ( 建築 ) 學員培訓津貼」予以下行業之學員，代替僱主發放之職學金，全數上限為 HK$30,800

工程和科技

1
2
3
4

第二至四年：
：$30,800
 「職學金」
 每月薪金不少於：$9,000
 每月政府津貼平均：$2,500

電子及電腦工程

首四個學期為全日制課程
政府津貼之發放模式及數額，會按行業實際運作及學徒訓練期而有所調整
第四年的學習及訓練安排由學徒事務署、僱主及學員協商而定
相關課程評審進行中

課程類別
職專文憑

基礎課程文憑

高級文憑

修讀模式
全日制

兼讀制

受聘成為註冊學徒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
www.vtc.edu.hk/earnlearn
學徒事務署
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10 號
億京廣場 2 期 29 樓 E 室

3907 6786
apuho@vtc.edu.hk

註：涵蓋行業的修改及決定以本局最新公布及網站內容為準，有關詳情請瀏覽網站。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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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青見計劃
職場情報站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
（ YETP - Youth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Programme）為 15 至 24 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
下，並已離開校園準備投入工作世界的青年人，提供一站式
的職前培訓、工作實習訓練、有薪全職及兼職在職培訓和就
業支援服務。從確立方向、提供工作機會、提升技能、提供
津貼四方面幫助年青人。「展翅青見計劃」亦會積極搜羅適合
和具吸引力的有薪在職培訓空缺，以及與僱主合作舉辦主題
式招聘日，為青年人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機會。

擇業指導

職前培訓

一個月工作實習訓練

78

學員以非僱員身份，透過為期一個月的工作實習訓練獲取工作經驗
完成實習，出席率達 80% 或以上，可獲發放 $5,800 實習津貼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學員以僱員身份接受六至十二個月的有薪全職及
兼職在職培訓，由僱主安排具相關工作經驗的員
工擔任學員的在職培訓導師，提供適當的指導；
表現良好的學員有機會獲僱主繼續聘用；
學員於全職在職培訓職位留任滿三個月，可獲得
$3,000 的留任津貼；其後留任每滿一個月，可獲
得額外 $1,000 的留任津貼。兼職在職培訓的留任
津貼金額為全職在職培訓的一半。每名合資格學
員最多可獲發放 $12,000 的留任津貼；
接受在職培訓的學員可報讀與該份工作相關的培
訓課程，及向計劃申請補助課程及考試費用，上
限為 $4,000。

報名詳情


核心課程「求職人際」提供求職及
人際技巧訓練，讓學員對生涯規劃、人
際技巧及求職方法等有基本認識和掌
握。選修課程包括「團隊協作訓練」、
「電腦軟件訓練」、「職業語文訓練」及
實用的「職業技能訓練」，學員修畢每
個計劃下的課程，出席率達 80 % 或以
上，可申領每天 $70 的課程培訓津貼。



六至十二個月有薪全職及兼職在職培訓



由專業社會工作員擔任學員的個案經理，提供個人化的擇業導向和
求職裝備等支援服務，協助學員克服就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訂定未來
的發展方向和計劃。



就業輔助計劃





日期：全年接受報名（費用全免）
方法：報名表格可於「展翅青見計劃」辦事處、勞
工處就業中心及行業性招聘中心、青年就業起
點、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社會福利署分區
福利辦事處及指定服務機構索取，或於「展翅青
見計劃」網站下載。
年滿 18 歲的申請人可於網上報名。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

2112 9932
enquiry@yes.labour.gov.hk
www.yes.labour.gov.hk
人人有本事

青年護理服務啓航計劃

就業輔助計劃

社會福利署

社署在 2020-21 年度起的五年內提供 1,200 個培訓名額，並推行優化措施。計劃的優化措施主要包括把計劃的對象年齡由現時
18 至 25 歲擴闊至 17 至 29 歲；把學員每周工作時數由現時的 44 小時下調至 40 小時，讓學員可更有效地兼顧進修課程；及上調學
員的薪酬和訓練津貼等。

「啓航計劃」事業階梯
完成兩年制兼讀文憑課程後
學員具相關學歷基礎報讀其他訓練課程∕
並繼續在社福護理行業發展個人事業

第二年

入讀兩年制兼讀文憑課程
（第二年涵蓋相關保健護理∕多元技能訓練）
完成第一學年並成功註冊為保健員，
可獲晉升為保健員

計劃對象
年齡在 17 至 29 歲，已完成中五課程或擁有同等學歷的青年
人。

職場情報站

社會福利署（社署）在 2015 年 7 月推出「青年護理服務 航計劃」
（ 航計劃），為有志在社福界護理工作發
展的青年人安排聘用和培訓，包括由政府資助他們入讀兩年制兼讀文憑課程，讓他們在安老或康復服務單位邊
學邊做，並可隨着職業路線圖發展個人事業。

計劃名額
營辦機構於 2021-22 年度共提供 320 個培訓名額。

營辦機構及報名方法
有意於本年度報名的青年人，可透過下列方法與相關營辦
機構聯絡：
香港明愛

入讀兩年制兼讀文憑課程
（第一年涵蓋保健員訓練課程）

學員被安排在服務單位擔任護理員
第一年
行業導引課程
（包括急救證書及護理員課程）

完成中五或擁有同等學歷的青年人參加 航計劃

計劃詳情
參與計劃的青年人會被安排在安老或康復服務單位從事護
理工作。在此之前，營辦機構會安排青年人先修畢行業導引課
程，包括「護理員」及「急救證書」等課程，為他們進入護理行
業作好基本準備。此外，提供工作崗位的安老或康復服務單
位，也會為青年人提供師友輔導，以及就業指導和支援，以協
助他們適應工作環境。在「啓航計劃」下，每名學員會在其受
聘的單位工作每週 40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計劃起點月薪會
按入職年度調整，上屆（2020-21 年度）入職護理員的學員獲發
每月 $14,150 為起薪；當學員成功註冊為保健員後，月薪提升為
$17,090。
學員在入職後，將被安排在一間認可的訓練學院修讀兩年
制的兼讀文憑課程，課程費用將以先墊支後發還的模式處理。
學員成功完成每年的課程並獲訓練學院發出證書後，課程費用
將按年發還。學員成功完成兩年制兼讀文憑課程後，將可獲認
可達到資歷架構第 3 或第 4 級別的學歷，有志在護理服務繼續
發展及符合相關資格的青年人，可在多元技能資歷基礎上，再
自行修讀其他訓練課程，繼續在社福界事業階梯上向前邁進。
營辦機構會向學員了解他們在完成計劃後於社福服務單位就業
的情況。

香港堅道 2 號明愛大厦 138 室

3589 2268
2537 9287
hons@caritassws.org.hk
sws.caritas.org.hk/navigation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新界屯門建榮街 24 號建榮商業大厦 10 樓 1001C 室
2467 7040 / 5115 4177
2454 4482
yns@elchk.org.hk
service.elchk.org.hk/yns.php
基督教靈實協會
新界將軍澳靈實路 7 號
2643 3365
2706 0463
nsypinfo@hohcs.org.hk
www.hohcspti.org
東華三院
上環普仁街 17 號東輝花園康寧樓 5 號舖 M 層
3525 1218 / 6117 3404
3525 1212
navigation@tungwah.org.hk
bit.ly/2TEnr1U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新界沙田愉翠苑服務設施大樓 2 樓
2609 1855
2602 7115
ns@yang.org.hk
www.yang.org.hk

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科

2892 5560
www.swd.gov.hk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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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啓航計劃」課程及報名安排一覽

就業輔助計劃

香港明愛

職場情報站

於 1953 年 7 月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創立。目標是為貧苦大眾提供救濟及康復服務。自 1953 年建立服務雛型以來，明愛一直致力協助那些尋
求自我發展及自力更生的市民大眾。作為一個提供多元化社會服務的機構，明愛與時並進，發展及優化各項服務。明愛服務範圍廣泛，主要包
括社會工作、教育、醫療護理和社區服務。

計劃特色
 先入職、後培訓：計劃可提供 110 多個政府津助或私營安老及康復

 完成計劃後，可獲 6 項專業證書及資格，有助學員發展個人事

服務單位空缺作工作配對。聘用單位會安排指導員指導工作，讓
學員能循序漸進地掌握專業護理知識和技巧。社工會按學員的居
住地區、能力及興趣配對工作，首年擔任護理員，月薪：
$14,150 ；翌年擔任保健員，月薪：$17,090 ，5 天工作週，每週工
作 40 小時（包括用餐時間），不用輪夜班
 由一支熟悉安老及康復服務的工作團隊負責提供在職支援及協助
定立未來工作方向，並與明愛社區書院合辦多個增值活動、聯誼
活動及海外交流團等，培育學員全人發展
 另設出勤表現獎勵金

業。畢業生可報讀資歷架構第四級的高級文憑課程。以往畢業
生亦成功入讀明愛專上學院的高級文憑課程，例如社會工作高
級文憑、配藥高級文憑、明愛社區書院的長者健康及社區照顧
高級文憑；以及本地院校的登記護士課程
 本計劃採用月繳交學費，減輕學員繳付巨額學費的壓力，亦可
培養學員財務管理的能力。首年總學費為： $37,000*；次年總
學費為 $33,000*
 本計劃設有獎學金及學費資助，可支援學員不同的經濟需要

#

#

訓練學院及課程

報名方法

明愛社區書院

即日起可透過機構網頁填妥申請表格，並
親臨、電郵或傳真予計劃辦事處，或可於
網上報名，額滿即止。

安老及康復服務綜合健康護理文憑
開課日期 ：2021 年 9 月 16 日，為期兩年
上課時間 ：逢星期四（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面試安排
即日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止
明愛賽馬會社區書院 - 荃灣∕
香港堅道 2 號明愛大廈 1 樓 138 室

3589 2267 / 3589 2268
6715 6995 / 6295 3054

上課地點 ：明愛賽馬會社區書院 - 荃灣
學費：首年月繳 $3,700*
次年月繳 $3,000*

（詳情可與本計劃職員聯絡）

2537 9287
hons@caritassws.org.hk
網上報名

本計劃網頁

* 以先墊支後發還形式繳付，完成課程並符合出席率要求，學員可獲學費全數退款。
#
此乃 2020/21 年度薪酬，2021/22 年度薪酬有待社會福利署公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是本港大型的綜合性社會服務機構，以使命出發，以人為本的精神為基層及弱勢社群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計劃特色





香港公開大學開辦的「健康學文憑（社區健康護理）課程」，屬資
歷架構四級的文憑學歷資格，可銜接其他高級文憑課程，過去
有三分一畢業學員成功升讀登記護士課程
完成計劃後可獲得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牌照，過往
的畢業學員留在護理行業發展比率高達七成
信義會會提供職前訓練，包括急救證書、護理員課程、行業導
引、參觀服務單位等（約三星期）。完成後可獲急救證書及護理
員證書。學費為 $2,500*

#

合辦學院及課程

報名方法

香港公開大學

可於機構網頁下載及填妥申請表格，並
親臨、電郵或傳真予計劃辦事處，額滿即
止。

健康學文憑（社區健康護理）課程
開課日期 ：2021 年 10 月，為期兩年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全日
上課地點 ：香港公開大學（何文田）
學
費 *：首年 $34,500*
次年 $37,500*

下載報名表格
* 以先墊支後發還形式繳付，完成課程後並符合相關條件，學費可獲退還。
#
此乃 2020/21 年度薪酬，2021/22 年度薪酬有待社會福利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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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會今年已是第六年舉辦此課程，過去已成功招募超過
300 位學員
 先聘用，後培訓：學員會獲分配到信義會或其他機構的院舍
（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家居照顧服務、或日間中心工
作，每星期工作 40 小時，不用輪夜班。第一年護理員薪金
$14,150 ，第二年保健員薪金 $17,090
 表現理想的話，完成計劃後可以優先為信義會聘用於不同護
理崗位
 另設出勤表現獎勵金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

報名日期

網上報名

即日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五）
service.elchk.org.hk/yns.php
5115 4177（設有 專線）/ 2467 7040
2454 4482
yns@elchk.org.hk
屯門建榮街 24 號建榮商業大廈 1001C 室

基督教靈實協會
五十年代初，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創辦人司務道教士看見當時調景嶺難民的需要，透過贈醫施藥，幫助病患者。除了關注他們的身
體需要外，司教士更著重他們的心理、社交和靈性方面的需要。

計劃特色
 與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合作，提供兩年制兼讀證書及專業文憑

 每週工作 40 小時，無須通宵工作

課程
 受聘為前線護理人員前，靈實會提供行業導引課程，當中包括護
理員及急救證書課程
 學員會配對於安老或復康服務之營辦團體（非政府機構或私營服務
單位）任職前線護理人員

 服務單位會安排指導員對學員作出指導，靈實亦會安排個案經理

跟進學員工作及進修情況，以便作出支援
 學員可免費參與兩岸三地交流活動
 第一年護理員月薪為 $14,150，第二年獲取保健員牌照後，薪酬月

薪為 $17,090

合辦學院及課程

報名方法

查詢及面試安排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長者及殘疾人士護理技巧證書（可註冊為統一保健員）及
健康與社會服務專業文憑（QF4 課程）

即日起可透過以下二維碼報名，
額滿即止。

查詢： 2543 3750
預約面試： 6938 2135

開課日期 ：行業導引課程計劃分別於 2021 年 6 月 21 日、
7 月 26 日、9 月 6 日開始，而兩年制兼讀專業
文憑課程則於 16/10 正式開課。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上課地點 ：嶺南大學
學
費 *：$28,000（證書課程）
$38,000（文憑課程）

職場情報站

由 1953 年創立至今，靈實的服務已發展至醫療、長者、復康和家庭服務，更致力關心服務使用者身、心、社、靈的發展，繼承司教士
全人關懷的服務精神。

網上報名

* 以先墊支後發還形式繳付，完成課程後並符合相關條件，學費可獲退還。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自 1870 年成立以來，一直秉承「救病拯危、安老復康、興學育才、扶幼導青」的使命和承諾，時至今日，已發展成為全港歷史最
悠久及規模最大的慈善服務機構。在過去百五年，東華三院在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均有長足發展，迎合社會需求，為市民提供收費低廉
或免費的優質服務。現時東華三院共有 343 個服務單位，包括 5 間醫院、34 個中西醫療衞生服務單位、57 個教育服務單位、225 個安老、青少
年及家庭、復康及社會企業∕創新的社會服務單位，以及兩個肩負守護和保育本地歷史文化重任的服務單位，分別為東華三院文物館和東華三
院何超蕸檔案及文物中心，負責宣揚東華三院歷史、修復和保存機構檔案等工作，藉以推動保護文化遺產。而東華三院共有 20 個公共服務單
位，提供殯儀、廟祀及義莊兩類服務，以滿足社會人士對傳統祭祀、殯葬服務及設施的需求，並推廣傳統習俗、傳承本土文化。

計劃特色
 提供一站式「起居照顧員証書」、
「急救証書」、「統一保健員

 學員主要 5 天工作，每週工作 40 小時，1 天上課，作息時間得宜

訓練証書」及「健康科學文憑」專業護理培訓
 另設二十四個月額外獎勵津貼予符合計劃表現要求之學員
 為經濟有困難之學員提供「學費墊支計劃」
 有機會升讀東華學院健康科學高級文憑、心理學高級文憑或
其他專上學院課程，包括獲社會福利署社福界登記護士訓練
課程優先考慮

 學員會先聘任為「社康助理幹事」
，月薪為 HK$14,150*

訓練學院及課程
東華學院
護理學院主辦兩年制健康科學文憑課程
（兼讀制）
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計劃費用

 考獲保健員資格的學員則聘任為「社康幹事」
，月薪為 HK$17,090*
 專設「師友計劃」
，由社工及護理職員指導及帶領
 有機會獲聘為東華三院合約員工
 有機會參與海外交流（如日本、新加坡、臺灣等地）

報名方法

面試日

即日起可透過機構網頁下載報名表格，
填妥後郵寄、傳真或電郵交回機構，或
可於網上報名，額滿即止。

4 月起（逢星期一）及 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24 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東華學院
（疫情期間安排視像面試）
預約面試： 3525 1218

：2021 年 9 月
：逢星期三
：東華學院（何文田及旺角校舍）
：首年 $34,000
次年 $34,000

6117 3404

（分 4 期繳付，每年 2 期，每期 $17,000，學員達到計劃要
求後，將可全額退回計劃費用）

下載報名表格

網上報名

本計劃網頁

預約面試

註：詳情須留意條款細則及以機構計劃網頁公布為準。
* 此乃 2020/21 年度薪酬，2021/22 年度薪酬有待社會福利署公布。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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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成立於 1967 年，是一所多元化社會服務機構。服務範圍包括長者、青少年、復康護理、少數族裔支援及其他專責
項目。當中三所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沙田、何文田、油尖旺），以及九龍城外展中心，以青少年為主要服務對象。

計劃特色

職場情報站

 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提供兩年兼讀制課程。完成第一

年課程可獲發「健康學證書」
（保健員統一訓練），並可向社會福利
署註冊成為保健員（安老及殘疾人士）
；完成兩年課程可獲「健康學
高等文憑」
（綜合護理及社區照顧）
（等同資歷架構級別四）。
 職前培訓包括：急救訓練、護理員證書課程、服務單位參觀、求
職及職場人際工作坊等，學費為 $2,500
 配對伙伴社工為學員提供支援
 學業及工作表現良好的學員，將獲邀參與境外交流團以擴闊視野
 持續參與計劃之學員將每六個月獲發 $6,000 獎勵津貼

合辦學院及課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
健康學高等文憑（綜合護理及社區照顧）
開課日期 ：職前培訓將於 2021 年 8 月進行，
而學員會於 9 月同時入學入職
上課時間 ：每星期 1 天（暫定）
上課地點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學中心
學
費 *：$65,800（兩年全期，分四期繳交）

 工作安排及薪金：

 每週工作時數 40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
 第一年入職護理員月薪為 $14,150；第二年獲取保健員
牌照後晉升為保健員，月薪為 $17,090
 工作時段為上午 7 時至晚上 10 時內
 工作單位提供五天實習假期
 學員將獲邀參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之

特色活動

報名方法

面試安排

即日起可掃描 QR code 填寫網上報名
表格，本計劃職員將於三個工作天內
與申請人聯絡，名額先到先得，額滿
即止。
（本年度收生人數為 60 人）

放榜前
日期詳見網上報名表格（掃描 QR Code 後
點擊「我想報名」）
計劃辦事處（沙田愉翠苑服務設施大樓二樓）
或網上形式進行

放榜期間
7 月 21-24 日（掃描 QR Code 或
網上報名表格

本計劃網頁

WhatsApp 預約）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總辦事處
九龍窩打老道 54 號（油麻地站 D 出口）
7 月 25 日起請掃描 QR Code 或 WhatsApp 預約
個別面試
預約面試電話：6239 5584
ns@yang.org.hk
NSYANG123
YANGNS123

* 以先墊支後發還形式繳付，完成課程後並符合相關條件，學費可獲退還。

有興趣邊學邊做的同學，可考慮參加各機構的就業輔助計劃，從讀書
進修和在職培訓中學習，並應用行業資訊及技術，發展事業。如欲了解更
多相關資訊，可瀏覽 Student.hk 網站或掃描右方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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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學徒及見習訓練計劃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整理∕部分資料由有關機構提供

學徒計劃特點
為培訓專業的技術人才，現時有不少大型機構和企業都設立學徒訓練計劃，定期招聘學徒。當中有不少均適合中

職場情報站

學徒計劃讓中學畢業生可以馬上投身社會，賺取工作經驗和薪金，機構也會提供專業訓練，同
時滿足年青人的就業及進修需要。學徒計劃亦通常提供有系統的培訓，並有明確的晉升階梯，年青
人參與計劃後，可透過持續進修及累積行業的專業經驗，按部就班取得認可學歷，發展職業，甚至
可逐步晉升至管理級人員。

六畢業生申請，另外亦有計劃適合完成中三課程的同學。學徒訓練計劃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按《學徒制度條例》安排
受訓，並得到學徒事務署認可的註冊學徒計劃，另一類是機構自行成立及運作的培訓計劃。
註冊學徒計劃的特點，是計劃受法例監管，為學徒提供待遇及進修等多個方面的保障，如僱主須提供時間讓學徒
進修以及支付學費，學徒事務署亦會派員監察計劃的進行。參與訓練計劃的人士均為全職全薪受僱，學員會獲僱主安
排接受有系統的在職訓練，以及獲資助修讀指定的專業課程，考取認可學歷。

學徒訪談
若想了解更多學徒學習和工作的細節，可一掃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學徒專輯」QR Code，了解不同機
構的學徒故事。

學徒專輯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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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署
www.emsd.gov.hk

職場情報站

見習一級技術員（電氣、機械、汽車、
空氣調節、電子或屋宇裝備行業）

見習二級技術員（電氣、機械、汽車、
空氣調節或電子行業）

三年制： DSE 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數）
；或完
成職業訓練局有關行業的全日制職專文
憑 課 程 * 及 其 數 學 3 G 或 3 E 單 元（ 成 績
合格、完成指定升學單元及實習時數達
標）
；及 DSE 中、英文科目達第 2 級；或
申請資格
具同等學歷
兩年制： 完成職業訓練局有關行業的兩年制全日
制高級文憑課程的首年課程（成績合格及
實習時數達標）
；及 DSE 中、英文科目達
第 2 級；或具同等學歷
培訓年期 兩至三年
首年月薪

三年制： $14,660（表現良好可在一年後調升至兩
年制薪酬）
兩年制： $16,015（無增薪點）

基礎訓練：首三至四個月
在職培訓：按相關訓練時間表轉換工程部別∕分部
培訓內容
接受在職培訓，以達至相關訓練目標；保送往職業
訓練局修讀相關的課程。
完成見習一級技術員訓練計劃、考獲相關的學歷及
就業前景 獲頒發學徒事務專員加簽的技術員學徒畢業證書
者，可經內部招聘投考為一級技術員。
招聘時間 每年 1 至 3 月期間

晉升階梯：

值班工程師
（非電子職系）

總電子督察

畢業後可經內部招聘投考

高級督察
內部晉升

督察

助理督察

一級監工
（非電子職系）

見習一級技術員

一級技術員

二級監工
（非電子職系）

高級無線電機匠

高級技工
（非電子職系）

見習二級技術員

二級技術員

技工
（非電子職系）

非公務員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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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公務員職位

2503 3399

培訓年期 兩至三年
首年月薪

三年制： $12,645（表現良好可在一年後調升至兩年
制薪酬）
兩年制： $13,825（無增薪點）

基礎練訓：首三至四個月
在職培訓：按相關訓練時間表轉換工程部別∕分部
培訓內容 接受在職培訓，學員有機會被調派至其他政府部門
的場地受訓，以達至相關訓練目標；保送往職業訓
練局修讀相關課程。
完成見習二級技術員訓練計劃、考獲相關學歷及獲頒
就業前景 發學徒事務專員加簽的技工學徒畢業證書者，可經內
部招聘投考為二級技術員。
招聘時間 每年 1 至 3 月期間

總技術主任
（非電子職系）

公開招聘

三年制： 完成中六學業；或完成香港建造學院有關
行業的一年制全日制建造證書課程（成績
合格，包括修讀有關行業的日間兼讀制課
程的首年課程）
；或完成職業訓練局有關
行業的三年制全日制職專文憑課程的首
*
年課程（成績合格及實習時數達標）
；以
申請資格
及具備相當於中三程度的中、英文語文能
力；或具同等學歷
兩年制： 完成職業訓練局有關行業的三年制全日制
*
職專文憑課程的首年課程（成績合格及實
習時數達標）及具備相當於中三程度的中
英文語文能力；或具同等學歷

註： 1. 以上職位的申請資格及詳情，以當時的招聘廣告資料為準。
2. 以上職位按《學徒制度條例》安排受訓，並得到學徒事務署認可為註冊學徒計劃。
3. 本署會安排合資格的見習技術員申請參加職業訓練局的「職學計劃」，成功參加計劃的
見習技術員可在受訓期內分期獲得「職學金」及政府津貼，總額最高可達港幣 120,800
元（2021 年度職學津貼最高總額）。
* 職業訓練局「職專文憑課程」前稱「中專教育文憑」
。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中華煤氣工程學院

「點只技工學徒咁簡單」短片

中華煤氣工程學院成立於 2009 年，專職統籌集團技術培訓工作和學徒訓練計劃。

技工學徒（氣體）


申請資格



中三程度或以上；及
曾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或訓練中心完成第一
*
年全日制職專文憑課程（氣體燃料工程）

技工學徒（機械）


申請資格



中三程度或以上；及
曾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或訓練中心完成第一
*
年全日制職專文憑課程（機械工程）

培訓年期 兩年

培訓年期 三年

技術訓練：在公司工程學院接受每星期一天的訓
練，內容包括燃氣理論、燃氣裝置安裝、維修、投
培訓內容 入運作等
實務訓練：在公司各有關部門接受實務訓練
理論訓練：由公司保送往職業訓練局修讀指定課程

技術及實務訓練：在公司的生產廠房接受技術及實
務訓練，內容包括鉗工、操作機床、焊接、維修及
培訓內容
保養廠房機械裝置等
理論訓練：由公司保送往職業訓練局修讀指定課程

完成學徒計劃後，成績與表現達到公司指定水平
者，公司根據業務情況聘用為技術員。如繼續進
就業前景
修，並表現出色可晉升至高級技術員、工程監督、
助理工程師或工程師等職位。
招聘時間 每年 4 至 6 月

技工學徒（氣體網絡）
申請資格 中三程度或以上

完成學徒計劃後，成績與表現達到公司指定水平
者，公司根據業務情況聘用為技術員。如繼續進
就業前景
修，並表現出色可晉升至高級技術員、工程監督、
助理工程師或工程師等職位。
招聘時間 每年 4 至 6 月

技工學徒（電機）


申請資格



培訓年期 兩年

中三程度或以上；及
曾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或訓練中心完成第一
*
年全日制職專文憑課程（電機工程）

技術訓練：在公司工程學院接受每星期一天的訓
練，內容包括燃氣輸配理論和技術、喉管接駁技能
培訓內容 等
實務訓練：在公司各有關部門接受實務訓練
理論訓練：由公司保送往職業訓練局修讀指定課程

培訓年期 三年

完成學徒計劃後，成績與表現達到公司指定水平
者，公司根據業務情況聘用為網絡技工。如繼續進
就業前景
修，並表現出色可晉升至高級網絡技工、工程監
督、助理工程師或工程師等職位。

完成學徒計劃後，成績與表現達到公司指定水平
者，公司根據業務情況聘用為技術員。如繼續進
就業前景
修，並表現出色可晉升至高級技術員、工程監督、
助理工程師或工程師等職位。

招聘時間 每年 4 至 6 月

招聘時間 每年 4 至 6 月

技術員學徒（機械）

技術員學徒（電機）



DSE 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數；或
曾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或訓練中心完成相關
的職專文憑課程 *

技術及實務訓練：在公司的生產廠房接受技術及實
務訓練，內容包括電工技術、維修及保養廠房電器
培訓內容
裝置等
理論訓練：由公司保送往職業訓練局修讀指定課程



DSE 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數；或
曾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或訓練中心完成相關
的職專文憑課程 * 及完成其數學 3G/3E 單元

申請資格



培訓年期

四年

培訓年期 四年

培訓內容

技術及實務訓練：在公司的生產廠房接受技術及實
務訓練，內容包括鉗工、操作機床、焊接、維修及
保養廠房機械裝置、協助跟進工程進度等
理論訓練：由公司保送往職業訓練局修讀指定高級
文憑課程

技術及實務訓練：在公司的生產廠房接受技術及
實務訓練，內容包括電工技術、維修及保養廠房電
培訓內容 器裝置、協助跟進工程進度等
理論訓練：由公司保送往職業訓練局修讀指定高級
文憑課程

就業前景

完成學徒計劃後，成績與表現達到公司指定水平
者，公司根據業務情況聘用為工程監督。如繼續進
修，並表現出色可晉升至助理工程師或工程師等職
位。

完成學徒計劃後，成績與表現達到公司指定水平
者，公司根據業務情況聘用為工程監督。如繼續
就業前景
進修，並表現出色可晉升至助理工程師或工程師
等職位。

招聘時間 每年 4 至 6 月

職場情報站

www.towngasengineeringacademy.com/tc/apprentice-programme

申請資格



招聘時間 每年 4 至 6 月

註：以上職位根據《學徒制度條例》安排受訓，並得到學徒事務署認可為註冊學徒計劃，培訓內容及年期會按需要而作出修改。
* 職業訓練局「職專文憑課程」前稱「中專教育文憑」
。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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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情報站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中華煤氣工程學院（續）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技術員學徒（營造）

二級見習技術員



www.hkelectric.com

DSE 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數；或
曾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或訓練中心完成相關
的職專文憑課程 * 及完成其數學 3G/3E 單元

申請資格



培訓年期

四年

培訓內容

技術及實務訓練：在公司的建築工地負責記錄施
工進度、協助工地管理及協調承判商的工作等
理論訓練：由公司保送往職業訓練局修讀指定高
級文憑課程

就業前景

完成學徒計劃後，成績與表現達到公司指定水平
者，公司根據業務情況聘用為工程監督∕工地管
工。如繼續進修，並表現出色可晉升至助理工程
師或工程師等職位。

招聘時間

每年4至6月

晉升階梯：

培訓年期

三年

培訓內容

基本工場工藝（六個月）、在有關部門接受在
職培訓（十八個月），以及目標實習（十二個
月），並獲資助就讀電機工程技工證書課程。
「強電流電纜接駁」及「電氣裝配」課程要點
包括工場實習，認識各種電纜、電纜接駁及終
端、電力系統檢測和緊急維修等。

招聘時間

每年4至5月



申請資格





培訓年期 三至四年

培訓內容

基本技術訓練、實務訓練及崗位實務訓練；公司將
資助學員進修指定課程。

完成見習技術員計劃後，成績與工作表現均達到公
就業前景 司指定水平者可獲聘用為技術員。如繼續進修，並
表現出眾者，將有機會晉升至更高職位。
* 有關最新招聘職位資料，請留意中電網站公布為準。

晉升階梯：
高級工程師

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資深技術主任

技術主任

助理技術主任

資深技術督導員

2503 3399

培訓年期 三至四年

技術督導員

學友社學生專線

中三程度或以上；及
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或訓練中心修讀：
1. 三年制職專文憑課程（機械工程）
（課程編號
FS113354）的首年課程；或
2. 一年制職專文憑課程（機械工程）
（課程編號
FS113654）
；或
在香港建造學院修讀建造證書課程 - 機械維修

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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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習技術員

完成見習技術員計劃後，成績與工作表現均達到公
就業前景 司指定水平者可獲聘用為技術員。如繼續進修，並
表現出眾者，將有機會晉升至更高職位。

申請資格

∕職專文憑︵ VTC
︶
建造證書︵ HKIC
︶

基本技術訓練、實務訓練及崗位實務訓練；公司將
培訓內容
資助學員進修指定課程。

工程師

見習技術員（機械工程）


中三程度或以上；及
在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或訓練中心修讀：
1. 三年制職專文憑課程（電機工程）
（課程編號
FS113374A）的首年課程；或
2. 一年制職專文憑課程（電機工程）
（課程編號
FS113674）
；或
3. 三年制職專文憑課程（屋宇裝備）
（課程編號
FS113359）的首年課程；或
在香港建造學院修讀建造證書課程 - 電力裝置

高級技術主任



技術主任

註：以上職位按《學徒制度條例》安排受訓，並得到學徒事務署認可為註冊學徒計劃。
* 職業訓練局「職專文憑課程」前稱「中專教育文憑」
。

www.clp.com.hk

見習技術員（電機工程）

高級技術員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技術員

高級
網絡技工

助理技術員

二級見習技術員

管理階層

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工程監督∕工地管工

高級技術員

技術員

︵氣體∕機械∕電機︶
技工學徒

網絡技工

完成初中課程；及持電機工程基本技術證書，
或修畢建造業議會電器裝置科課程

晉升階梯：

技術員學徒（機械∕電機∕營造）

技工學徒
（氣體網絡）

申請資格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www.kmb.hk

www.mtr.com.hk
DSE 五科達第 2 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數）
；或
 持職業訓練局工程分流之基礎文憑（級別三）
及完成基礎數學（三）單元；或
 完成相關工程學科之職業訓練局職專文憑課
程 * 及完成其數學 3E 單元；或持同等學歷
四年
 入職課程（包括鐵路安全及鐵路系統初階）
 工藝訓練
 工程部門輪調在職訓練
 指定工程部門深入訓練
全費資助修讀指定之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的
兼讀制高級文憑課程
首輪：每年 5 月
次輪：每年 7 月


申請資格

培訓年期
培訓內容

資助
申請
截止日期

技工學徒

兩

技術員

助理技術
工程師

高級維修主任

兩

一

維修主任

經理

工程師

見習技術員∕技術員學徒

技術督導員
技術主任∕

技術員

技工

技工學徒

高級技術員

晉升階梯：

晉升階梯：
高級科文

申請
截止日期

全年

科文

培訓內容

招聘時間

組長∕品質檢查員

培訓年期

就業前景

完成兩年技術訓練生課程後，將獲得巴士製造
商發出的巴士專業維修認證，並晉升為半熟練
技工。如表現理想，可繼續晉升為技工以至更
高職位。

高級技工

完成工程學科之高級文憑課程，包括電腦
及電子∕電機∕機械∕屋宇裝備工程或持
同等學歷
兩年
 入職課程（包括鐵路安全及鐵路系統初階）
 工藝訓練
 工程部門輪調在職訓練
 指定工程部門深入訓練
首輪：每年 5 月
次輪：每年 7 月


申請資格



學員需接受由本公司技術訓練學校提供的兩
年訓練（包括巴士製造商認證之維修訓練課
程）
培訓期間公司會以月薪聘請

年︶

見習技術員

兩年

至

申請
截止日期

完成中學課程或具同等資歷
通過評核試

技工︵

資助



培訓內容

年︶

培訓內容





技術訓練生

培訓年期

培訓年期

半熟練技工︵

申請資格

四年制： 完成香港中學文憑或持有同等學歷
三年制： 在香港建造學院完成基本工藝課程
或在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完成職專
文憑 * 第一年相關課程，包括電機∕
機械∕屋宇裝備工程；或持同等學
歷
三或四年
 職業訓練局指定文憑課程（全日制課程）
（四年制適用）
 入職課程（包括鐵路安全及鐵路系統初階）
 工藝訓練
 工程部門輪調在職訓練
 指定工程部門深入訓練
全費資助修讀指定之職業訓練局轄下學院的
兼讀制職專文憑（三年制適用）∕文憑課程
（四年制適用）
首輪：每年 5 月
次輪：每年 7 月

申請資格

職場情報站

技術訓練生（汽車機械及電器）

技術員學徒

技術工程師

城巴有限公司 及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www.nwstbus.com.hk

巴士維修學徒（機械 / 電器 / 車身）
申請資格

中三或以上程度

培訓年期

四年

首年月薪

$10,500

培訓內容

全面性車輛維修訓練，包括各項汽車機械或電
器維修，及安排就讀相關「汽車修理技工證書
課程」。

就業前景

畢業後將按表現晉升為初級巴士維修技工。

招聘時間

留意公司網頁公布

註： 以上職位按《學徒制度條例》安排受訓，並得到學徒事務署認可為註冊學徒。不包括九龍
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之技術訓練生。
* 職業訓練局「職專文憑課程」前稱「中專教育文憑」
。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87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

www.starferry.com.hk

www.hkjc.com/RDB

職場情報站

本地船長練習生
申請資格

賽事見習學員
申請資格

年滿 15 歲，完成中三課程，個性積極、專注及
勤奮，對體育運動有濃厚興趣及有志加入賽馬
行業

中學文憑或以上，熱愛海上工作，懂游泳

培訓年期

約四年（視乎考獲各級船長證書及通過內部考
核進度）

首年月薪

$14,600 至 $16,500

培訓年期

基礎課程為期九個月（修讀期間，學員可按月
獲發薪金，並可獲免費提供住宿）

培訓內容

船長練習生須於渡輪上執行船藝工作及接受多
項在職培訓，包括船上工作安全及船藝訓練、
顧客服務培訓、駕駛安全培訓、渡輪避碰和靠
泊碼頭訓練等。

培訓內容

騎術訓練、馬房管理、馬匹料理、運動科學、
工作安全、英語、電腦應用及其他輔助課程，
並須進行體能鍛鍊。

全費資助各級本地船長考試及各項備試課程

就業前景

完成基礎課程的學員，將獲考慮受聘為見習騎
師學員、或成為見習策騎員、又或馬術事務助
理等職位，接受進一步訓練。

招聘時間

2021 年 6 月至 7 月

資助

就業前景

招聘時間

完成九個月在職培訓後，可向海事處考取本地
船長三級證明書。考獲本地船長三級證明書並
完成一年的在職培訓，可向海事處考取本地船
長二級證明書。持有本地船長二級證明書及在
職滿一年後，可向海事處申請領取本地船長一
級證明書，且同時通過公司內部考核後，便可
按序晉升為見習副船長、掌舵員、副船長及船
長。

晉升階梯：

全年

船長

副船長

掌舵員

見習副船長

本地船長練習生

賽事見習學員

晉升階梯：

見習
騎師學員

見習騎師

騎師

見習
策騎員

策騎員

馬房領班

馬術
事務助理

騎術教練

訓練馬房
助理

教練助理

獸醫事務技術員（診療）
見習
釘甲匠

釘甲匠

儀仗馬
見習員

儀仗馬
策騎員

賽事見習
行政助理

賽事部
行政人員

教練
獸醫事務技術主任（診療）

晉升職位工作的內容詳見該計劃網頁：www.hkjc.com/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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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助理練馬師

護理專業

行業介紹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工作簡介

職場情報站

新一代青年大多傾向以個人興趣來選擇發展路向，而有調查發現「醫
療及護理服務」、「金融服務、會計」、「酒店管理」、「設計、展覽工程、活
動策劃」及「電競、數碼、資訊及電腦科技」被視為近年本地高中生「最想
入行職業」。的而且確，「護理專業」一直是熱門行業，加上社會對護士人
手需求殷切，因此每年各間院校開辦的護士課程均受學生歡迎。
晉升階梯

按工作性質去劃分，可分為普通科及精神科的登記護士
（Enrolled Nurse）及註冊護士（Registered Nurse）。一般而言，註
冊護士的學歷及專業水平要求較高，訓練年期亦較長。工作執行方
面，一般註冊護士能獨立處理病人的問題，而登記護士須於註冊護
士的監督下，才可以執行工作。護士工作繁重，須輪更工作，一般
分為早、午、晚三更，公眾假期亦須當值。

聯網總經理（護理服務）
總經理（護理服務）
資深護士主任∕部門運作經理∕顧問護士

專業資格

病房經理

在香港執業的註冊護士∕登記護士必須於香港護士管理局註冊
護士∕登記護士名冊內註冊，並持有香港護士管理局所發出的有效
執業證明書，才可以從事護士專業。
同學在報讀護士課程前，應先登入香港護士管理局網站，查閱
「獲認可的註冊護士∕登記護士訓練課程」，完成相關課程及滿足要
求後方可申請成為註冊∕登記護士。香港院校開辦的護理學學士學
位課程一般為期五年；而由護士學校開辦的登記護士訓練課程，一
般為期兩年。

護士主任∕資深護師
註冊護士或專科護士
登記護士

護士類型

護理課程入學要求

職責

起薪

 在醫院或診所的任何病房

 有耐性、富同情

及康復服務

心、處事機敏及

 針對病人的情況，應用護 登記護士：
普通科

理專業知識，制訂及執行

$20,035

適合病人各方面需要的護 註冊護士：

晉升階梯

理計劃及方法

$31,750

指導、健康教育及輔導

作
 具備照顧及幫助
 持有香港護士管
理委員會簽發的

 觀察和評估病情的變化，

登記∕註冊證明

提供適當治療及跟進

書

 照料精神病患者，提供基

 持有香港護士管

本醫護及康復服務

理委員會頒發的

 在精神病科醫院、部門或

有效執業證明書

診所工作
精神科

勤奮
 能有效地與人合

別人的熱忱

 為病人及其家人提供護理

護士可就自己的興趣、專長和經驗，選擇在教育、臨床、管理
及專科護理各方面繼續發展。此外，他們亦有很多機會服務於不同
的診所、部門、病房及地區環境，以發展其專業。只要表現良好、
積極進修和累積足夠經驗，註冊護士可以在事業歷程中不斷獲得晉
升和出任護理總經理或高級護理行政經理等行政職位，負責醫院行
政事務及護理資源管理。
相對於註冊護士而言，登記護士沒有明確的晉升階梯，就算工
作多年，亦不能晉升至高級護士、護士長等職位。故此不少登記
護士工作數年後，都會選擇進修，修讀專科課程或報讀註冊護士課
程，才有機會晉升至專科護士、病房經理等職位。因此，註冊護士
的待遇及晉升空間普遍比登記護士更佳。

發緊急事故

 提供範圍廣泛的基本醫護

登記護士： 文憑試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數
註冊護士： 文憑試中文及英文達第 3 級，數學、通識及一科甲類選
修科達第 2 級

 主動，能應付突

或部門工作

香港護士管理局規定以文憑試成績入讀護理課程的最低要求為：

素質及資歷

 透過與精神病患者的交談 登記護士：  操流利粵語及書
寫流暢中、英文
$22,725
和接觸，並細心深入了解
他們的生活及問題
 協助精神病患者康復，建

註冊護士：

$35,040

立信心和獨立能力，從而
重過正常生活
 處理、記錄和報告治療的

相關機構
香港護士管理局

www.nchk.org.hk
醫院管理局

香港護士協會

www.nurse.org.hk

效果和進度

起薪據（社會福利署）非政府機構一般職
位之薪級列舉，詳細資料可掃 QR code 瀏覽。

www.ha.org.hk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89

護士學校註冊 / 登記護士課程一覽（獲香港護士管理局認可）
• 專業資格：RN - 註冊護士；EN - 登記護士。
護士學校

修讀 專業
年期 資格

課程名稱

醫院管理局

職場情報站

 明愛醫院普通科護士學校
 伊利沙伯醫院普通科護士
學校
 屯門醫院普通科護士學校

2300 6300 / 2300 6400 /
2300 6500（護理學專業文憑）
2300 6100 / 2300 6200

醫管局資助 7 月 12 日至
全期學費 # 7 月 26 日

（登記護士（普通科）訓練課程）
enquiry@ha.org.hk
www.ha.org.hk

$130,150

2

EN

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數及兩
科甲類或乙類選修科）

普通科護理高級文憑
（登記護士）

2

EN

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數及兩
科甲類或乙類選修科）

$138,000

7月2至
23 日

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
（登記護士）

2

EN

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數及兩
科選修科，英文達第 3 級優先）

留意院校
公布

留意院校
公布

聖德肋撒醫院護士學校

普通科護理高級文憑
（登記護士）

2

EN

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數及兩
科甲類或乙類選修科）

$132,300*

養和醫院護士學校

護理學專業文憑
( 註冊護士 - 普通科 )

4

中英達第 3 級；及
RN 數學、通識及一科甲類選修科達
第2級

仁安醫院護士訓練學校

香港浸信會醫院護士學校

#





登記護士（普通科）
訓練課程

 葛量洪醫院護士學校

詳情∕查詢

6 月 7 日至
7 月 23 日

中英達第 3 級；及
RN 數學、通識及生物∕化學∕物理
∕組合科學∕綜合科學達第 2 級

4

護理學專業文憑

學費
報名日期
（全期） （2021 年）

DSE 成績要求

免學費

即日起至

7 月 23 日
即日起至
8 月 13 日

2608 6740
son.enquiry@union.org
www.union.org/nursingschool
2339 4918
nursch@hkbh.org.hk
www.hkbhipe.com/index.php/
the-school-of-nursing
2200 3124
nsapply@sth.org.hk
www.sth.org.hk/nursing_school_
mission.asp
3156 8000
school@hksh.com
www.hksh-hospital.com/
school-of-nursing

須遵守醫院管理局訂明的條款，否則須支付指定賠償金額。
僅於指定時間提供服務，詳情請瀏覽醫院管理局網頁。
* 訓練期間可獲 $72,000 學費資助，受學校所訂條款及細則約束。 註：以上資料僅供參考，各課程的收生安排，概以當局及院校最新公布為準。


大專院校註冊 / 登記護士課程一覽（獲香港護士管理局認可）
• 課程類型：教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指 -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SSSDP）
；自 - 自資；
• 專業資格：RN - 註冊護士；EN - 登記護士。
報名日期
（2021 年）

$42,100

經 JUPAS 報讀

3917 7575
bnft@hku.hk
www.hku.hk/nursing

$42,100

經 JUPAS 報讀

3943 6220
nursing@cuhk.edu.hk
www.nur.cuhk.edu.hk

$42,100

經 JUPAS 報讀

2766 4369
sn.enquiry@polyu.edu.hk
sn.polyu.edu.hk

中英達第 3 級；及數
學、通識及一科選修科
（生物∕化學∕物理∕
RN
組合科學∕綜合科學∕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優
先）達第 2 級

SSSDP：
扣除資助後
$50,120
自資：$126,920

SSSDP：
經 JUPAS 報讀

五科達第 2 級
EN （包括中英數及兩科甲
類或乙類選修科）

SSSDP：
扣除資助後
$62,220
自資：$100,620

即日起至
8月6日

扣除資助後
$44,500

經 JUPAS 報讀

扣除資助後
$58,700

已截止

扣除資助後
$37,890

經 JUPAS 報讀

$96,000

即日起至
7 月 23 日
（可經 E-APP 報讀）

修讀
年期

課程
類型

專業
資格

香港大學

護理學學士

5

教

RN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學士

5

教

香港理工大學

精神健康護理學（榮譽）
理學士學位
護理學（榮譽）
理學士學位

5

教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5

指∕自

香港公開大學
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
精神科護理學高級文憑

東華學院

明愛專上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
持續教育學院

2

指∕自

DSE 成績要求 ^

學費
（首年）

課程名稱

大專院校

中英及兩科選修科
達第 3 級；及
數學及通識達第 2 級
中英及兩科選修科
（其中一科為生物∕化
學∕物理∕組合科學∕
RN
綜合科學優先）
達第 3 級；及
數學及通識達第 2 級

RN

中英及兩科甲類選修科
達第 3 級；及
數學及通識達第 2 級

中英達第 3 級；及數
學、通識及一科甲類選
修科
達第 2 級（英文達第 4
級優先）

護理學（榮譽）
健康科學學士

5

指

RN

護理學高級文憑

2

指

EN

指

中英達第 3 級；及數
學、通識及一科甲類選
修科
RN
（生物∕組合科學
（含生物）優先）達第 2
級

自

中英及兩科選修科（第
一科必須為甲類選修科
目）達第 3 級；及數學
及通識達第 2 級

護理學榮譽學士

護理學學士（榮譽）學位

5

5

RN

五科達第 2 級
（包括中英數）

^ 僅列出課程一般入學要求，各院校有不同收生政策及科目計算安排，詳情請參閱 JUPAS 或各院校網站的最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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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詳情∕查詢

3970 2960 / 3970 2961
nhs@ouhk.edu.hk
www.ouhk.edu.hk/nhs_c

3190 6672
applytwc@twc.edu.hk
www.twc.edu.hk

3702 4388
registry@cihe.edu.hk
www.cihe.edu.hk
3411 5426
hkbudne@hkbu.edu.hk
www.sce.hkbu.edu.hk/tc/
programme/bachelor-ofnursing-honours/

會計業

行業介紹

香港會計師公會

會計師之路
根據香港法例，要成為專業會計師，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以取得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的會員資格：


持有有效大學學位或獲得公會評核或認可的相關資
格；



已完成公會的專業資格課程（QP），並通過考試；



於公會認可僱主或認可監督獲得符合公會實務經驗
架構要求的合適會計實務經驗；



具備作為會計師的良好品格、誠信及操守；



為 21 歲或以上；
或



公會認可的海外會計專業組織的會員，並符合特定
條件。

HKICPA 的專業資格課程
（Qualification Programme，QP）
HKICPA 自 2020 年起分階段推行新專業資格課程（新 QP），為不
同背景的學生提供多元靈活途徑晉身成為會計師。新 QP 提供全面優
質的培訓，確保修畢課程並考獲會計師（CPA）資格的人士裝備切合需
要的專業知識及技能、價值觀、道德操守及相關實務經驗，以滿足日
新月異的商業需求。

職場情報站

會計專業向來都吸引不少年青人投身其中。隨著社會不斷進步，現今會計師的工作已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會
計、審計、稅務職能，而是需要在不同領域中擔當多元化角色，包括內部監控、業務諮詢、風險管理、企業管
治、破產重組等，有廣闊的發展機會。

新 QP 設三個漸進級別，由十四個單元及最高級別的工作坊組成。
新引入的基礎級別幫助學員建立扎實的會計知識基礎，讓不同教育背
景（包括副學士及非主修會計科）的學生亦有機會成為會計師。專業級
別旨在加深學員的專業技能及裝備職場能力，而最高級別則培訓學生
將之前級別所學知識、技能及經驗融會貫通，解決業務難題。

香港會計師公會新專業資格課程（新QP）

三天工作坊

相關實務經驗

最高級別
期終考試

專業級別
單元11
財務彙報

單元12
商業財務

單元13
業務鑒證

單元14

包括工作坊

包括工作坊

包括工作坊

包括工作坊

稅務

入門工作坊

基礎級別
單元6
財務會計

單元7
財務管理

單元8
審計原理

單元9
稅務原理

單元10
商業法與公司法

單元1
會計學

單元2
管理會計

單元3
商業經濟

單元4
商業管理

單元5
信息管理

香港會計師公會
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27 樓

2287 7228
hkicpa@hkicpa.org.hk
www.hkicpa.org.hk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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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

香港銀行學會

行業介紹

職場情報站

全球首 100 大銀行中，就有逾 70 家在香港營業，另外亦有超過 29 家跨國銀行在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設置地
區總部。面對創新科技的發展與客戶需要不斷提高，銀行業界在提供存款、貸款、投資、保險、風險管理等服
務之餘，也要不斷與時並進，積極開拓新發展，而相關人才亦因此需要具備更全面的能力。

人才需求
要貼合新時代的銀行業文化及思維模式，現今的銀行從業員需要具備相關的軟實力，如適應能力、分析及處理問題能力、與
客戶聯繫的能力等。此外，銀行從業員更需要創意，以及能同時處理多項任務的能力，才能提供滿足用戶需求的產品與服務。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銀行公會及香港銀行學會共同發布的「提升未來銀行業人才的專業能力」，銀行業未來五年有數個
發展方向，包括銀行數碼化、大灣區及跨境業務、全球性的打擊洗錢及金融犯罪，及氣候相關風險管理。新的發展方向，包括數
碼轉型、雲端運算、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亦帶來多個新興工種。

入行及晉升途徑
銀行業是教育局首批推行專業資歷的行業，同學亦可透過資歷架構網站認識銀行業種類及部門，了解入行途徑、行業發展前
景，確立事業目標。資歷架構網站的「職業資歷階梯」亦提供銀行業主要崗位的工作範疇、進階路徑，及所需資歷。同學還可以參
考《能力標準說明》，選擇切合業界需求及獲認可的進修課程，自我增值，提升專業技能及競爭力。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UI/UX 設計師


主要職責




設計與使用者互動的介面或媒介
了解使用者的操作模式
用戶體驗研究及設計

學歷要求

一般需要設計、交互設計學等相關課程的學士學
位或以上學歷

加分技能

熟悉 MS PowerApps、Adobe Smartforms 等相關
軟件及「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UCD) 理論

數據分析師


主要職責




整理、分析大數據
轉化數據為報告
依據數據做出行業研究、評估和預測

學歷要求

一般需要數學、統計學、電腦和工程等相關課程
的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

加分技能

熟悉 Python 、 Java 、 Google 雲端平台等相關軟
件

可持續及綠色債券信用分析師
進行本地及國際層面的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數據分析
主要職責  向投資經理提供可持續及綠色債券投資建議
 評估貸款帳戶的財務資料及可持續發展性，並
決定是否給予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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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要求

一般需要風險管理、金融學、會計或商業相關課
程的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

加分技能

熟悉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並了解有關可持續
投資的市場趨勢和時事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不少於 $18,000

初級銀行從業員
$18,000 至 $23,000

中層至管理人員
$35,000 至 $70,000

高級管理層，如部門主管
$80,000 或以上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香港銀行學會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48 號粵海投資大廈 3 樓

www.hkib.org

酒店業

行業介紹

香港酒店業協會

入行及晉升途徑
房務員

晉升階梯



主要職責




負責清潔房間
按指示供應客房之床單、毛巾及所需物品
客房內之設備如有損壞，立即通知有關部
門修理
盡其職責幫助及解答賓客疑問

房務員

房務領班

總領班

助理管家

行政管家

$14,000
至
$20,000

$16,000
至
$30,000

$30,000
至
$40,000

$40,000
至
$50,000

職場情報站

酒店業涵蓋多元化的工作範疇，包括：公關、房務、餐飲、款客、會計及工程等前線及後勤職位。根據政
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就業人數共有 236,121 人，可見酒店業是香港重要
行業之一。有興趣在酒店行業發展的年青人，也可以透過酒店培訓計劃和持續進修，從而晉升較高的職位。

薪酬範圍 *
$12,000
至
$18,000

學歷要求 中三或以上畢業
其他要求 一至三年相關工作經驗較佔優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學廚

晉升階梯



主要職責





負責做好營業前一切準備工作
依照已訂之規格處理及製備各款食品
記錄及審核廚房物品之供應
保持廚房潔淨
工作崗位可能在大廚房、凍肉房、餅房、
扒房、中廚房，或咖啡室廚房

學廚

12,000
至

$15,000

持有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認可之衛生督導員
證書及∕或衛生經理證書較佔優

接待員

行政總廚

$16,000
至
$30,000

$25,000
至
$40,000

$40,000
至
$100,000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晉升階梯



主要職責

總廚

薪酬範圍 *

學歷要求 中三或以上畢業
其他要求

廚師




負責款待及安排賓客入住及離開酒店
作訂房記錄及分配客房
接聽電話，傳遞口訊，盡責幫助賓客解決
疑問
處理帳單

接待員

款接部
主任

副經理

大堂
副經理

大堂經理

$14,000
至
$20,000

$16,000
至
$25,000

$19,000
至
$30,000

$20,000
至
$40,000

薪酬範圍 *
$11,000
至
$16,000

學歷要求 中五或以上畢業∕香港中學文憑
其他要求 精通兩文三語較佔優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侍應生

晉升階梯



主要職責





營業前準備一切用具及餐檯擺設
招呼酒吧或餐廳之賓客
替賓客寫單並同時介紹及推薦菜
式或飲品
為賓客安排及奉上食物及飲品
協助賓客結帳及歡送他們

學歷要求 中三或以上畢業
其他要求 精通兩文三語較佔優

侍應生

部長

副總領班

總領班

餐廳經理

飲食部
副經理

飲食部
經理

$25,000
至
$30,000

$35,000
至
$40,000

註：經過培訓亦有機會成為調酒師

薪酬範圍 *
$11,000
至
$16,000

$14,000
至
$18,000

$16,000
至
$20,000

$18,000
至
$22,000

$21,000
至
$28,000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
職業訓練局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註：有關酒店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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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業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部分資料由香港設計師協會提供

行業介紹

職場情報站

香港是亞洲潮流及時尚之都，區內的設計中心，人才多元化，創新作品不斷推陳出新。根據香港政府統計
處 2020 年第四季發表的《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香港設計公司數目達 7,600 間，從事設計相關人數共有
25,210 人 *。
香港設計業主要由廣告設計、傳意設計、數碼媒體、環境和室內設計、互動媒體、產品設計、社會創新設計、時裝設計等多
個專業組成。每年在本地舉行的設計營商周 (BODW)、DesignInspire 創意設計博覽等，都大力推動設計行業發展。
* 計算數字包括建築設計；城市規劃及設計；室內及傢具設計；多媒體、視覺及平面設計；時裝設計；工業設計及其他專門設計行業。

本地專業設計團體
現時，本地有不少專業設計團體，例如香港設計師協會、香港設計總會、香港室內設計師協會、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香港
工業設計師協會以及特許設計師協會等。
有興趣投身設計業的青年人，若有意申請成為會員，一般須提供相關學位、工作經驗、獎項、設計作品或專業證明等，以獲
取認可資格。

入行及晉升途徑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時裝設計師


主要職責




學歷要求

線條、顏色、圖案、布料、材料、生產技
術等設計
考慮技術及製作成本、營銷市場等
設計草圖、時裝樣板、模型等

一般需要時裝設計或相關學科的文憑或以上
學歷

助理時裝
設計師

$12,000
至 18,000

時裝
設計師

$20,000
至 30,000

高級時裝
設計師

$25,000
至 50,000

首席設計師
$30,000 起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 - 服裝及紡織（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職業訓練局）- 時裝設計 ( 榮譽 ) 文學士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職業訓練局）- 時裝設計 ( 榮譽 ) 文學士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 設計學高級文憑（時裝設計）



香港公開大學 - FHDFASH 數碼時裝設計高級文憑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室內及傢具設計師


主要職責



學歷要求

考慮材料應用（如木材、油漆、雲石等）
及環境因素（如空間、光線、電路和通風
等）
以電腦軟件輔助設計草圖
監督裝修進度

一般需要室內設計或相關學科的文憑或以上
學歷

助理室內
設計師

$12,000
至 20,000

室內
設計師

$20,000
至 35,000

高級室內
設計師

$25,000
至 50,000

首席設計師
$30,000 起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 - 設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香港公開大學 - FHDDES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 設計學副學士（環境及室內設計）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職業訓練局）- 室內建築設計（榮譽）文學士；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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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平面及媒體設計師


主要職責




助理平面及
媒體設計師

$11,000
至 16,000

一般需要藝術、平面設計或相關學科的文憑
或以上學歷

平面及
媒體設計師

$15,000
至 25,000

高級平面及
媒體設計師
$20,000 至

40,000

首席設計師
$30,000 起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 - 設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 設計學高級文憑（平面設計）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創意設計及媒體高級文憑 ( 視覺傳達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創意設計及媒體高級文憑 ( 視覺傳達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職業訓練局）- 平面設計（榮譽）文學士；廣告設計高級文憑

職場情報站

學歷要求

構思版面設計，包括文字和插圖
創意視覺、數碼媒體設計及製作
熟悉多個設計軟件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產品設計師


主要職責




學歷要求

產品的開發、設計研究
起草施工圖和製作樣品
監督產品生產

助理產品
設計師

$13,000
至 20,000

一般需要產品設計或相關學科的文憑或以上
學歷

產品
設計師

$18,000
至 30,000

高級產品
設計師

$25,000
至 50,000

首席設計師
$30,000 起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 - 設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職業訓練局）-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海外：薩賽克斯大學 - 產品設計（榮譽）理學士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職業訓練局）- 產品設計高級文憑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舞台設計師


主要職責




學歷要求

包括燈光、道具、佈景、服裝、音響設計
等範疇配合
配合劇本、活動等設計舞台
考慮及評估成本、時間、製作可行性

一般需要舞台設計及製作或相關學科的文憑
或以上學歷

助理舞台
設計師

$13,000
至 18,000

舞台
設計師

$15,000
至 30,000

高級舞台
設計師

$25,000
至 50,000

舞台總監
$30,000 起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其他要求 有相關工作經驗較佔優

政府部門
節目助理
$15,560 至
28,780

助理節目主任
$ 30,235 至

55,995

節目主任
$ 58,635 至
73,775

高級節目主任
$ 74,515 至

89,845

特級節目主任
$ 93,710 至

110,170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職業訓練局）- 舞台及佈景設計高級文憑



香港演藝學院 - 舞台及製作藝術學士 ( 榮譽 ) 學位；基礎舞台及製作藝術文憑



海外：耶魯大學 - 舞台管理證書課程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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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業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行業介紹

職場情報站

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完備，行業不斷優化，致力培育年輕人才，實踐智慧城市。根據香港政府
統計處 2020 年第四季發表的《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香港的資訊科技服務的公司數目達 9,074 間，相關
就業人數共有 48,572 人。

入行及晉升途徑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程式員
軟件撰寫、程式開發、內部測試
軟件安裝及維修
 建立數據庫、監察系統、系統評估
學歷要求 一般需要電腦工程、計算機科學等相關學科的文憑或以上學歷
其他要求 熟悉各編程工具如 JavaScript、HTML/XML、CSS 等較佔優


主要職責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程式員
$12,000
至 18,000

程式分析員

$18,000

至 30,000

系統分析師
$30,000 起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城市大學 - 電機工程學系
 香港公開大學 - 電子及電腦工程學榮譽工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香港恒生大學 -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雲端工程師
雲端系統運算
系統分析、程式設計及開發
 管理、監察及維持雲端系統
學歷要求 一般需要資訊管理、資訊工程等相關學科的文憑或以上學歷
其他要求 熟悉雲端工具、程式等較佔優


主要職責



雲端
工程師

$16,000

至 30,000

高級雲端
工程師

$20,000

至 40,000

雲端
工程經理
$30,000 起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城市大學 - 電子計算機及數據工程學
 嶺南大學 - 數據科學（榮譽）理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 - 電子計算（榮譽）理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香港公開大學 - 網路及電腦安全榮譽理學士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資訊科技技術員
電腦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
安裝、維修電腦系統及維持系統運作
 管理電腦系統網絡如局域網絡和廣域網絡 (LAN & WAN)
學歷要求 一般需要電腦科學、資訊科技等相關學科的文憑或以上學歷
其他要求 熟悉各電腦硬件、軟件較佔優


主要職責



資訊科技
技術員

$12,000
至 18,000

高級資訊
科技技術員

$18,000
至 30,000

資訊科技
技術員經理
$30,000 起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城市大學 - 理學士（電腦科學）
 珠海學院 -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




香港恒生大學 - 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榮譽）學士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資訊科技高級文憑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人工智能專家
數據分析、識別核心問題
大數據技術
 研發、建立及操作智能製造系統
學歷要求 一般需要電腦科學或軟件工程學等相關學科的文憑或以上學歷
其他要求 熟悉各電腦和編程工具較佔優


主要職責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學友社學生專線

$15,000

至 40,000

人工智能
專家

$20,000

至 60,000

首席人工
智能專家
$30,000 起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城市大學 - 理學士（數據科學）
 香港科技大學 - 理學 A 組 - 延伸主修人工智能；工程學 - 延伸主修人工智能
 香港公開大學 - 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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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人工
智能專家

2503 3399





香港中文大學 - 人工智能：系統與科技
香港大學 - 文理學士（應用人工智能）
明愛專上學院 - 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

電競業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行業介紹

入行及晉升途徑

政府對電競行業的支持

電競職業選手

數碼港除了致力促進金融科技、智慧生活、
數碼娛樂及網絡安全科技應用等，也一直積極
推動本地電子競技發展，透過「電競行業支援計
劃」資助電競業界團體舉辦多項活動。此外，數
碼港已推出四輪的「電競實習支援計劃」，鼓勵
電競業僱主為合資格的青年提供電競行業的實習
機會，協助培育人才。

日常電競練習
參加電競比賽
沒有特別要求
 選手年齡一般約 17 至 25 歲
 手眼協調、靈活
 需要較高的身體素質以應對長時間訓練
$10,000 起（通常視乎選手名次排行與比賽勝出所獲的獎金）


主要職責



學歷要求
其他要求
薪金範圍 *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電競實習支援計劃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毅進文憑（電競團隊訓練與發展）
 明愛社區書院 - 毅進文憑（選修群組：數碼電子科技（電子競技））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前期構思策劃、制訂宣傳策略
 聯繫遊戲廠商、營銷部（贊助）
 協調賽事安排，如宣傳、比賽場地、舞台效果
一般需要市場營銷、活動策劃等相關學科的文憑或以上學歷
有宣傳推廣經驗及熟悉電競市場、潮流較佔優
$13,000 起



資助電競業相關的比賽、活動、培訓、教育
與境外交流計劃等



為以下三大類活動提供財務資助及 / 或其他
資源支援：
1. 比賽及活動
2. 人才培育及培訓
3. 境外交流及發展



學歷要求
其他要求
薪金範圍 *

為具相關學歷或經驗的學生、畢業生或合資
格的青年提供實習機會
為僱主聘用的實習生提供為期八至十二個月
的資助（每月每名實習生最多港幣 $7500）

電競行業支援計劃

電競賽事統籌 / 電競場館經理
主要職責

職場情報站

電子競技（電競）隨著科技進步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也是香港新興行業之一。除了電競選手之外，電競行
業的相關職位還涉獵多個範疇，包括教練、評述員、賽事統籌、分析師、遊戲設計師、電競導演、項目管理等
等。香港近年積極推動電競發展，舉辦不少相關本地活動或賽事，如電競音樂節、電競超級聯賽等。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註：以上資料參考自投資推廣署 (InvestHK)，詳情請瀏覽數碼港或投資
推廣署相關網頁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公開大學 - 運動及電競運動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 電子競技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電子競技科學文憑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遊戲設計師
撰寫遊戲程式
遊戲程式維護、測試
 遊戲視覺、特效設計
學歷要求 一般需要電腦科學、軟件工程學等相關學科的文憑或以上學歷
其他要求 熟悉編程軟件較佔優


主要職責



晉升階梯及薪酬範圍 *
遊戲設計師

$12,000
至 20,000

高級遊戲
設計師

$20,000

至 40,000

遊戲
設計經理

$30,000

至 70,000

高級遊戲
設計經理
$30,000 起

除了以上職位，電競行業還
有其他五花八門的崗位，如電競導
演。想了解相關工作，以及其他熱
門行業資訊？即掃下方 QR code
瀏覽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
「行業 • 行情」吧！

* 薪酬範圍僅供參考，按實際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開辦相關課程院校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院校：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電腦遊戲開發高級文憑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電腦學高級文憑（流動應用程式及遊戲開發）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職業訓練局）- 遊戲軟件開發高級文憑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職業訓練局）-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註：有關設計課程的資料，請向相關院校查詢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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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專業資格投身職場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職場情報站

不少行業都設有專業考試，部分要取得專業資格才可在本地執業。有意投身專業行業的同學，也要留意有
關專業行業的入職條件，在報讀有關課程時，要留意是否獲得本地或外國專業團體的承認及豁免專業考試等細
節。

護理

社會工作
註冊名稱

註冊社會工作者

1. 持有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認可的本地社會工作學歷；或
2. 持有由已獲註冊局認可的非本地團體頒授的社會工作學歷
註冊資格

費用

查詢

（不包括遙距教育課程或在頒授院校所屬國家以外地方開
辦的課程）
如個別人士在香港以外地區獲頒授社會工作學歷，而該學歷
並未獲註冊局認可，可向註冊局申請學歷評審。

$500（須以支票支付）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筲箕灣南安街 83 號海安商業中心 27 樓

2591 1955
www.swrb.org.hk

內容

報考資格
（於境外受
訓護士）

報考日期

1. 筆試：分卷一及卷二，兩卷均採用選擇題形式考核
2. 臨床考試：以面試形式進行

費用

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或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或

2. 已循中醫註冊的過渡性安排成為表列中醫，並已獲中醫組
通知須透過參加及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或
3. 符合《中醫藥條例》第 61 條所列出的要求

報考日期

費用

查詢

2021 年考試：2020 年 9 月 22 日至 10 月 30 日（已截止）
2022 年考試：有待公布
參加考試費：$1,340
筆試：$2,340
臨床考試：$3,550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2 樓 2201 室

2121 1888
www.cmchk.org.hk

護理
註冊名稱

註冊護士∕登記護士

註冊資格
（於香港
受訓）

註冊護士︰
須圓滿地完成一個由已刊憲訓練學校提供並獲香港護士管理
局認可為期至少三年的註冊前護理課程。
登記護士︰
須圓滿地完成一個由已刊憲訓練學校提供並獲香港護士管理
局認可為期至少兩年的登記前護理課程。

費用
（於香港
受訓）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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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全年接受申請，但管理局只會審核於每年 10 月月底或之前收
到並交齊所需證明文件的申請。

香港護士管理局秘書處
灣仔皇后大道東 182 號順豐國際中心 1 樓

2527 8325
www.nchk.org.hk

2503 3399

1. 普通科：3 月及 9∕10 月（筆試）
；1∕2 月及 6 月（實習試）
2. 精神科：3 月（筆試）
；6 月（實習試）

註冊執業試：$860
登記執業試：$920
申領執業證明書︰$230
香港護士管理局秘書處
灣仔皇后大道東 182 號順豐國際中心 1 樓

2527 8325
www.nchk.org.hk

護理
註冊名稱

註冊保健員

1. 具中五全科或以上的畢業證書；及
2. 完成一項由社會福利署署長以書面批准的訓練課程（認可
申請資格

的課程資料可瀏覽社署網頁）
；及

3. 須在註冊評核當日通過筆試（採用統一評核機制考核的課
程之學員獲豁免筆試）及面試
費用

查詢

$164
社會福利署牌照及規管科發展組
香港黃竹坑業勤街 23 號 THE HUB 5 樓

3104 0714 / 3104 0702
www.swd.gov.hk

教育
註冊名稱

幼兒工作員∕幼兒中心主管

摘要

申請人須成功完成經社會福利署署長認可的訓練課程，方符
合註冊資格。有關符合註冊幼兒工作員和幼兒中心主管的認
可課程，可參閱教育局網頁。

查詢

教育局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鰂魚涌太古灣道 14 號太古城中心第 3 期 602 室
3107 2197
www.edb.gov.hk

$415（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間獲豁免）

學友社學生專線

完成最少兩年的護士訓練；

3. 具有良好品格；及
4. 持有獲香港護士管理局不時承認的核證團體所發出的有效

登記護士︰
3 月（筆試）
；8 月∕9 月（實習試）

中醫執業資格試

1. 已圓滿地完成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下中醫組認可的中
報考資格

1. 至少年滿 21 歲（註冊申請）或年滿 20 歲（登記申請）
；
2. 申請註冊者須完成最少三年的護士訓練，而申請登記者須

證明書，獲准從事護士專業

考試日期

專業試名稱

護士管理局執業試

1. 筆試
2. 實習試：申請人必須先通過筆試，方可參加實習試

註冊護士︰

中醫業
內容

專業試名稱

教育

會計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LPAT）
（簡稱基準試）

專業試名稱

 於一次或多次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不少於五科 2 級∕達
標∕ E 級或以上的成績（包括中國語文科或英國語文科）
；

內容
報考資格

 選報「課堂語言運用」的申請人必須是在本地公營學校、
直接資助學校或提供全面課程的私立日間中、小學的教
師，並且
（i） 在該學年任教或以協作教學形式任教英國語文科∕普
通話科；或
（ii） 曾在 2000/01 學年或以後擔任常額教師任教英國語文
科∕普通話科，但未能達到語文能力要求；或
（iii）曾應考「課堂語言運用」，但未能達到該卷的語文能
力要求

報考資格

考試日期

報考日期

2022 年考核有待公布

考試日期

每年 1 次，2021 年的考核在 1 月尾及 3 月初舉行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2 樓∕
新蒲崗爵祿街 17 號

3628 8833
www.hkeaa.edu.hk

教育
專業資格
摘要

檢定教員或准用教員資格
准用教員：

查詢

學位或同等學歷；
 任教幼兒園及幼稚園的准用教員：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科
達到指定成績，包括中文及英文達第 2 級，及以下任何組
合：
1. 新高中科目成績達第 2 級；
2. 應用學習科目（最多計算兩科）成績為「達標」
；及
3. 其他語言課程成績達 E 級，並須在不多於 2 次考試中獲
取
檢定教員：
 持有教學資格（如本港的教師證書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證書）
；及
 香港永久性居民（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須持有香港入境事務
處簽發的證明文件）
教育局教師註冊小組
九龍城協調道 3 號工業貿易大樓 2 樓

3467 8281 / 3467 8282
www.edb.gov.hk

教育
專業資格

幼兒教育證書（C（ECE））

摘要

自 2003 年 9 月起，政府規定所有入職幼稚園教師必須完成
中五課程，並在不多於 2 次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五科合
格的成績（包括中英文），並且修畢合資格的培訓課程（認可
課程資料可瀏覽教育局網頁），取得專業資格後方可成為幼
稚園教師。

查詢

閱。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香港辦事處
鰂魚涌英皇道 1063 號 28 樓

查詢

3181 0123
www.lcciasia.com /
www.pearsonapac.com

會計
專業試名稱

公認會計技術員證書（CAT）

內容

考試分 3 階段，共九張考卷。學員完成證書考試及專業操守
基礎課程後，加上一年有關工作經驗，便可取得「公認會計
技術員」資格，並可豁免 ACCA 專業會計師考試第一部分的
考卷。

報考資格

 年滿 16 歲，無需任何學歷要求
 擁有一年相關工作經驗（可在考試前、中、後積累）

考試日期

以電腦評估方式考核，可自行選擇考試時間

查詢

任何人士如在學校任教，必須為檢定教員或准用教員

 任教中、小學或專上院校的准用教員：高級文憑或副學士

申請資格

每年舉辦 8 次，分別在 1 月、3 月、4 月、6 月、7 月、9 月、
11 月及 12 月舉行，每月考試日期及科目，請往 LCCI 網站查

堂語言運用

 普通話科評核共設四卷，包括聆聽與認辨、拼音、口語和
課堂語言運用

查詢

初學者可由第一級開始應試，各級考試並無最低報考資格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形勢不斷變化，原定於 1 月的考試已取消。

 英文科評核共設五卷，包括閱讀、寫作、聆聽、口語和課
內容

考試分為第一至四級

職場情報站

或相等學歷

英國倫敦工商會考試（LCCI Examinations）

專業試名稱

教育局

www.edb.gov.hk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分會
中環德輔道 19 號環球大廈 19 樓 1901 室

2524 4988
hongkong.accaglobal.com

會計
CIMA 商業會計證書（CBA）

專業試名稱
內容

考試共分四張考卷

報考資格

 不設資格限制
 如申請者已取得相關學歷或專業資格，可豁免部分考試科

考試日期

以電腦評估方式考核，可自行選擇考試時間

目

查詢

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CIMA）香港分會
銅鑼灣勿地臣街 1 號時代廣場 2 座 32 樓 3214 至 3215 室

2511 2003
www.cimaglobal.com/Our-locations/HongKong/

會計
專業試名稱

ACCA 專業會計師考試

內容

考試共十三張考卷。考生完成所有考卷，以及「職業道德與
專業技能」單元，再加上三年有關工作經驗，可申請成為
ACCA 會員，獲取專業會計師的資格。

報考資格
考試日期

查詢

 文憑試四科核心科及一科選修科達第 3 級：或
 持認可學位、副學位、文憑或證書

3、6、9 及 12 月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分會
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濠豐大廈 30 樓 3003-04 室

2524 4988
www.accaglobal.com/hk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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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

地產代理

職場情報站

專業試名稱

國際會計師公會（AIA）考試

內容

考試分基礎級、專業 I 級及專業 II 級 3 部分，共十六張考卷。
通過考試並累積三年會計工作經驗後，可申請 AIA 正式會員
資格。

報考資格

考試日期

內容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三科甲類科目達第 3 級，英文及數學達
第4級
 持有文憑（或以上程度）學歷
考試每年舉行 2 次，於 5 月及 11 月舉行，連續舉行 4 天，每天
有不同卷別組合開考。

 考試時間：3 小時
 考試分為 2 部分：
第一部分：30 條題目
第二部分：20 條題目（以一至兩個個案分析為基礎）
 考生必須同時在考試第一及第二部分取得合格分數，方能
獲取考試合格的成績

 合格分數為 60%
報考資格

年滿 18 歲，完成中五或同等程度教育

考試日期

2021 年 1 月至 3 月∕2021 年 4 月至 6 月

費用

查詢

地產代理資格考試（EAQE）

專業試名稱

國際會計師公會（AIA）香港分會
觀塘鴻圖道 51 號保華企業中心 28 樓 2805-07 室

$800
地產代理監管局辦事處
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48 樓 4801 室

2845 4982
www.aiaworldwide.com

2111 2777
www.eaa.org.hk

查詢
職業訓練局高峰進修學院考試中心
灣仔活道 27 號職業訓練局大樓 M 層

會計
課程名稱

2919 1467 / 2919 1468 / 2919 1478
www.peak.edu.hk/exam/tc

HKICPA 專業資格課程（Qualification Programme）
 香港會計師公會推出新專業資格課程（QP），提供全面培

內容

報讀資格

訓，讓不同資歷而有志投身會計業的人士考取會計師資
格，迎合企業對會計師工作的多元要求
 新 QP 設有三個漸進級別，即基礎級別（十個單元）、專業
級別（四個單元）以及最高級別（一個三天工作坊及期終考
試）
 完成所有級別考試，以及取得三至五年相關實務經驗後，
可獲得專業會計師資格

1. 16 歲以上；
2. 具良好品格及
3. 具公會認可的副學士、高級文憑或具同等學歷（資歷架構

地產代理
專業試名稱

營業員資格考試（SQE）

內容

考試時間：2 小時 30 分
考試分為 2 部分：
第一部分：40 條題目
第二部分：10 條題目（以一至兩個個案分析為基礎）
考生必須同時在考試第一及第二部分取得合格分數，方能
獲取考試合格的成績
合格分數為 60%
分筆試及電腦應考兩種模式







第四級或以上）。

單元豁免

考試日期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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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如符合以下要求，可申請豁免基礎級別的單元：
1. 考獲由公會認可的會計或商業相關的副學位課程，最多可
豁免首五個單元；
2. 考獲由公會認可的會計或商業相關的學士學位課程，最多
可豁免十個單元；
3. 完成由公會認可的轉制課程，最多可豁免十個單元

報考資格

年滿 18 歲，完成中五或同等程度教育

考試日期

筆試應考：2021 年 1 月至 3 月
電腦應考：2021 年 1 月至 3 月∕2021 年 4 月至 6 月

費用

2287 7228
www.hkicpa.org.hk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550
地產代理監管局辦事處
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48 樓 4801 室

2111 2777
www.eaa.org.hk

每年 2 次，6 月及 12 月試期
香港會計師公會
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7 樓



查詢
職業訓練局高峰進修學院考試中心
灣仔活道 27 號職業訓練局大樓 M 層

2919 1467 / 2919 1468 / 2919 1478
www.peak.edu.hk/exam/tc

保險

旅遊
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IIQE）

專業試名稱
內容

考試日期
費用

查詢

1. 年滿 18 歲；
2.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而不

（必考）、一般保險（卷 II）、
保險原理及實務（卷 I）
長期保險（卷 III）、投資相連長期保險（卷 V）、
旅遊保險代理人考試（卷 VI）

受居留條件限制；

3. 中六畢業或同等程度或以上（擁有一年或以上導遊經驗者

不設資格限制

可以申請豁免）
；

4. 持有議會認可的證書並通過相關考試；
5. 持有以下六個議會認可機構所發出的有效急救證書或急救

每月舉行，次數按需求而定
；$230（電腦）
卷 I∕卷 II∕卷 III：$170（筆試）
卷 V∕卷 VI：$280（筆試）
；$340（電腦）

申請資格

職業訓練局高峰進修學院考試中心
灣仔活道 27 號職業訓練局大樓 M 層

2919 1467 / 2919 1468 / 2919 1478
www.vtc.edu.hk/exam/tc

 由 2013 年 5 月 2 日起，原為試卷 IV 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考
備註

導遊證

試已不屬於「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的一部分

 由 2019 年 6 月 1 日開始，所有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電腦
應考模式）只接受網上報名 www.vtc.edu.hk/cpdc/econline

申請日期
費用

保險
專業試名稱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考試∕強積金中介人考試（MPFE）

內容

 考試時間共 2 小時
 80 條多項選擇題，考生必須最少取得總分的 70 % ，方為

查詢

聽講證書：香港紅十字會、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醫療輔
助隊、香港拯溺總會、香港警務處、香港消防處；或已完
成急救訓練課程並持有由勞工處處長認可的組織所發出的
有效證明文件；或完成由議會舉辦的急救講座（在職或離
職未滿兩年的醫療專業人員可申請豁免，但須提供相關證
明文件）
；
6. 聲明身體及精神狀況良好，適合擔任導遊工作，並且沒有
其他理由令議會認為申請人不適宜擔任導遊工作；以及
7. 按議會提供的「申報書」申報在香港或其他地區的刑事紀
錄

職場情報站

報考資格

專業資格

已考取議會認可證書並通過相關考試的人士，須於有關證書
或考試合格成績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的兩年內，向議會申請

$300（有效期為三年）
香港旅遊業議會行業培訓部
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706 至 1709 室

2807 1199
www.tichk.org

合格

旅遊

報考資格

不設資格限制

考試日期

每月舉行，次數按需求而定

費用

筆試應考：$280
電腦應考：$340
職業訓練局高峰進修學院考試中心
灣仔活道 27 號職業訓練局大樓 M 層

2919 1467 / 2919 1468 / 2919 1478
www.vtc.edu.hk/exam/tc

查詢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HKSI）
（只提供筆試）
上環干諾道中 111 號永安中心 5 樓 510 室

3120 6100
www.hksi.org

旅遊
票價計算及票務證書考試

內容

票價計算及票務課程出席率必須達 80%，方可參加考試，考
試合格者會獲議會頒發證書。

課程費用

查詢

備註

外遊領隊證書考試

內容

修畢外遊領隊證書課程後（出席率必須達 100%），可以參加
考試，考試合格者會獲議會頒發證書。

課程報讀
資格

 年滿 17 歲；
 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或以上；及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而不
受居留條件限制

申請日期

完成領隊證書課程並通過證書考試者，須於議會發出合格成
績通知書的兩年內，自行向議會申請「領隊證」

課程費用

$2,500（非旅行社職員）
；
$1,875（旅行社職員，必須提供在職證明）

查詢

專業試名稱

課程報讀
資格

專業試名稱

備註

香港旅遊業議會行業培訓部
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706 至 1709 室

2807 1199
www.tichk.org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形勢不斷變化，「外遊領隊證書課程」暫停
接受報名至香港旅遊業議會另行通告為止。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而不
受居留條件限制的人士；及

 必須為議會會員旅行社員工，並由會員旅行社預約報讀
$2,000
香港旅遊業議會行業培訓部
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706 至 1709 室

2807 1199
www.tichk.org

課程已停辦，最新消息請留意香港旅遊業議會網頁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101

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情報
職場情報站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迅速，為香港青年帶來不少升學、就業及創業機遇。各個城市的人才需求各有不同，香
港青年可因應各市的優惠政策、重點發展產業和自身優勢等，按需要作出適合自己的選擇。

九市重點發展產業一覽

參與資格

有興趣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的香港青年，求職時可以先
了解各市的重點產業。



持香港或香港以外的大學∕大專院校在 2019 至 2021 年頒發
的學士或以上學位；及



可合法在港受僱工作的香港居民

城市
廣州

重點發展產業

保障 / 優惠措施

支柱產業（汽車、電子、石化等）
優勢先進製造業（核電裝備、數控設備、石化等）



須按照香港法例聘請



不低於月薪 18,000 港元

深圳

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現代物流、金融服務等）
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物、互聯網、新能源等）
未來產業（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等）



每人每月 10,000 港元的津貼（津貼為期最長 18 個月）

珠海

基礎製造產業（電子資訊、電力能源、精密機械等）
特色產業（列印耗材、遊艇製造等）

佛山

優勢製造產業（機械裝備、家電、陶瓷建材等）
新興產業（光電、環保、新材料等）

惠州

支柱產業（電子信息、石化等）
現代產業（汽車與裝備製造、清潔能源等）

東莞

支柱產業（電子資訊、紡織服裝、食品飲料等）
新興產業（LED 光電、新型平板顯示等）

中山

優勢產業（家電、紡織服裝、五金製品等）
新興產業（現代服務、遊艇產業等）

港人到大灣區就業：


全面取消在內地就業需辦理許可的要求

支柱產業（摩托車和汽車零部件、紡織服裝等）
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綠色家電等）



在內地就業可繳存住房公積金



如果納稅人在納稅年度六年之間的任何一年，在中國境內
累計居住天數不滿 183 天，或者單次離境超過 30 天，該納
稅年度於中國境外工作的「境外支付薪金」則免予繳稅



在內地居住並符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可申請領取居住證

江門

肇慶

詳情可掃 QR code 瀏覽勞工處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網頁

而內地就大灣區發展以來亦推出了不少便利惠民的政策，
政策措施主要涵蓋在內地學習、工作、營商及創業和日常生
活，如提供稅率優惠、與當地居民享同等待遇、加强交通運輸
建設等等。

主導產業（新能源汽車、先進裝備製造等）

大灣區優惠政策

註：資料參考自粵港澳大灣區 bayarea.gov.hk

自粵港澳大灣區政策推行以來，香港政府一直積極配合，
推出不少實習及就業計劃，又以多項優惠措施，如月薪保障、
生活津貼、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等，鼓勵年青人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工作。2018 年國務院取消《臺港澳居民申領就業證》的安
排後，港人可直接以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到內地
工作，無需再辦理就業證。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此計劃在《2020 年施政報告》推出，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
有業務的企業，聘請及派駐本地大學或大專院校畢業生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工作，提供 2,000 個名額（約 700 個專為創科職位
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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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

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大灣區就業創業資訊
想了解更多大灣區就業創業
資訊？即掃 QR code 瀏覽學友
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闖蕩
大灣區」專頁。

鳴謝以下機構及人士全力支持學友社放榜輔導熱線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免費提供38條電話熱線

星妍國際有限公司贊助督導及輔導員營衣

鴻福堂贊助涼茶、唧唧龜苓膏

KOKUYO贊助文具

滴露贊助消毒及個人護理產品

龍角散贊助潤喉糖

贊助鳴謝

MOMAX HK贊助空氣清新機及充電用品

鳴謝以下機構張貼放榜輔導熱線宣傳海報
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房屋委員會、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鳴謝以下院校及人士協助《出路指南2021》封面拍攝
香港恒生大學借出校園場景作拍攝用途

學友社2019-2020年度傑出中學生領袖參與拍攝
盧安迪 鄧兆珩 張倩欣 凌俊欣 郭明中 鄧瀚泓

學友社

（38 條線

香港電訊贊助）

放榜輔導熱線2021 2503

3399

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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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放榜輔導服務工作人員

學友社放榜輔導服務工作人員
義

工

學生輔導顧問
吳寶城

1983 年創刊

放榜輔導熱線 2021 籌委
蕭翠芝 梁寶丹

丘家寶

魏逸戈

邱少玲 李嘉霖

李嘉麗

鄧婉嫻

曾展庭

蔡濠賢

萬鈞揚 郭鍵樂

陳海慈

黎鐥婷

曾國偉

趙仲文

李

出路指南2021
第二冊

翠 張煒瑜

出

放榜輔導熱線 2021 輔導員
萬鈞揚 張梓謙

黃建華

李灝瑜

李嘉霖 蒙穎珊

廖藝婕

謝

詩

杜錦輝

關樂瑤

周思諾 鍾巧情

黎鐥婷

藍皓晴

蘇美玲

林鍵豪

陳梓榮 何美姍

李海鋒

王耀聰

曾展庭

丘家寶

陳逸恆 陳浚濠

陳倩雯

郭鍵樂

何嘉雯

黃進彥

蘇任重 林明慧

蕭翠芝

江奕謙

譚志聰

梁靈楓

李

屈欣愷

關漢華

鄧婉嫻

林冬玲

黃思揚 陳汶燕

盧敬超

管尚邦

陳康然

鄒港進

蕭穎雯 李鈺瑩

魏逸戈

曾國偉

曾綺雯

楊雅茜

蔡佩詩 關秀易

凌雪儀

李芝恩

張煒瑜

版：學友社
深水埗長沙灣道 141 號長利商業大廈 13 樓
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地下 129 號

2397 6116
publish@hyc.org.hk
www.hyc.org.hk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www.student.hk

翠 梅婉君

學友社 DSE 資訊站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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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林梓茵

實習學生：馬詩敏（香港恒生大學）

職

員

服務策劃 ： 陳衍宗

周芷楓

麥鍵鴻
行政支援 ： 黃玘妍
實習學生 ： 朱樂君

吳鳳娟
鍾寶儀

梁頌妍

何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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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雅景印務文儀有限公司

承

印：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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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專線

2503 3399

以當局及院校最新公布為準。
鳴謝教育局局長及各大專院校校長惠賜《出路指南》勉言勵
詞。各政府部門、大專院校、中學、文教工商機構及專業人
士惠賜文稿、資料及刊登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