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訓練局

「升學．就業: 同路同達到」

專業教育的多元出路

梁任城先生

VTC專業教育顧問



2013年文憑試考生出路

資料來源：教育局（中六學生受訪人數 65,392人）

50%
本地非學士學位

(如高級文憑、副學士)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74%
未能經JUPAS取得學位
約51,000人

26%
經JUPAS入讀學士學位:
約15,000人
經JUPAS入讀高級文憑 /
副學士:
約 3,500人

經JUPAS入讀學士學位 經JUPAS入讀高級文憑/副學士未能經 JUPAS取得任何學位

2013年文憑試考生出路



符合入讀
學士學位要求 (33222)

符合入讀高級文憑/
副學士要求 (22222)

未考獲
5科2級成績

2013年文憑試考生出路



符合入讀高級文憑/
副學士要求 (22222)

未考獲
5科2級成績

VTC課程選擇

符合入讀
學士學位要求 (33222)

符合入讀高級文憑/
副學士要求 (22222)

學士學位課程

未考獲
5科2級成績

基礎文憑 中專教育
文憑

專業文憑毅進文憑

高級文憑



VTC 課程選擇



課程 開辦院校

學士學位

高級文憑

基礎文憑

中專教育文憑

VTC課程選擇



VTC課程選擇

課程 開辦院校

旅遊服務業/中華廚藝
文憑及證書

毅進文憑

學徒/見習員訓練計劃

初級全能海員課程



VTC課程入學條件

課程 DSE畢業生

學士學位 33222
高級文憑 22222

基礎文憑 完成中六

中專教育文憑 完成中六

旅遊服務業/中華廚藝
文憑及證書

中三或以上程度，符合年齡要求

毅進文憑 完成中六

學徒/見習員訓練計劃 完成中三

初級全能海員課程 完成中三

*部分課程或有特定入學條件, 詳情請參考VTC入學網頁 (www.vtc.edu.hk/admission)



中專教育文憑基礎文憑

高級文憑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學士學位

SHAPE/其他學士學位
銜接課程

HKDSE畢業生

本地/海外
大學學士學位

VTC其他專業
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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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C多元進修途徑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屬下的
設計、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及科技學院
於2014/15年提供12項學士學位課程

一般入學要求*

•英國語文 + 中國語文 達三級或以上；
及 數學 + 通識教育 + 1 科選修科

達第二級或以上(即33222)

修讀期

•一般 4 年完成

＊一般入學條件是課程的最低入學要求，部分課程會有特定入學條件

升學選擇 – 學士學位



升學選擇 – 學士學位

專業為本 就業為主導

• 配合本港優勢產業發展

• 根據業界人才發展需要度身設計

• 廣納業界意見，確保課程質素

• 培育專業知識及實務經驗兼備的專才

• 所有課程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評審局評審



THEi柴灣新校舍預計於2016/17學年落成

升學選擇 – 學士學位

此乃新校園的設計藍本，校園實貌可能會有所更改。



設政府資助及自資課程

• 2014/15年提供約 90 項課程，其中 60 項為政府資助課程

一般入學要求*

• 香港中學文憑試 ：5 科達第二級或以上 (包括中、英文) 
(即22222)

修讀期

• 一般 2 年完成

＊一般入學條件是課程的最低入學要求，部分課程會有特定入學條件

升學選擇 – 高級文憑



應用科學

幼兒教育及社會服務

工商管理



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設計

工程

資訊科技



高級文憑 持續的優勢

• 增加通識及人際關係教育，擴闊視野

• 加強兩文三語訓練，提高傳意溝通能力



高級文憑 持續的優勢–升學就業

高級文憑

升學 就業



高級文憑 持續的優勢–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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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行業實習及職場體驗, 增強就業競爭力

 提供實習的公司包括:

•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HAS)
• 香港廸士尼

•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HAECO)
•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 美心集團

• 中國銀行



資歷認可

 獲認可為資歷架構第四級, 為副學位課程

 廣獲僱主、業界、學界、專業學會及團體認可, 例如特許公

認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市務學會(HKIM)、英國皇家特

許設計師協會、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等

2013年高級文憑畢業生就業率超過90%

高級文憑 持續的優勢–就業

資料來源: IVE/HKDI全日制課程畢業生就業調查



2011-2013年IVE/HKDI高級文憑畢業生升學出路分布

SHAPE（VTC 院校成員）
與海外大學協議開辦學士

學位銜接課程

48%

本地大學
34%

海外大學
4%

本地大學與海外大學協議開辦
學士學位銜接課程

14%

資料來源：IVE/HKDI全日制課程畢業生就業調查

2013年超過3,000名高級文憑畢業生
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高級文憑 持續的優勢–升學



高級文憑畢業生

高級文憑升讀學位出路

VTC 
學士學位

銜接學士學位
Top-up Degree

海外升學入讀本地大學
(Non-JUPAS)

• 英國伯明翰城市大學
• 中國藥科大學

• 英國列斯城市大學
• 英國紐卡素洛森比亞大學
• 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

• 澳洲墨爾本皇家科技大學
• 英國謝菲爾德哈蘭大學

• 香港公開大學
• 英國倫敦藝術大學
• 英國考文垂大學

• 英國西英格蘭大學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THEi) 2014年取錄

IVE/HKDI 
高級文憑畢業生



高級文憑升學選擇 - THEi

THEi於2014年開始提供銜接學位

• 持有相關高級文憑或同等學歷的畢業生可申請入讀
THEi的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



高級文憑升學選擇–本地大學

可透過非聯招途徑升讀本地大學

胡錦添
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副教授
「IVE的課程與大學課程接軌，我們會為合資格
的同學提供學分豁免。IVE畢業生入學時已擁有
一定的實務技能及理論基礎，對日後的學習有
一定的幫助。」



高級文憑升學選擇–SHAPE學士學位

銜接課程

英國

澳洲香港 中國

VTC院校成員-才晉高等教育學院(SHAPE)與英國、澳洲、內地及香港著名大
學協議開辦多個學士學位銜接課程，為同學提供另一升讀大學的途徑，
學府包括：



課程設計完善

 課程提供學術及專業訓練

 強調培訓通用技能, 兼顧就業及升學需要

資格認可

 獲政府認可於公務員招聘時, 資格等同香港中學
文憑試考取 5 科第二級成績 (包括中、英文)

升學銜接

 可報讀高級文憑課程

 過去約8成畢業生成功銜接IVE/HKDI高級文憑

升學選擇–基礎文憑



修讀期

 學期制, 一般 1 年完成

一般入學要求

 完成中六*（新高中學制）

學科

商業 / 電腦 / 酒店款接 / 設計 / 工程 / 
應用科學 / 社會服務

*如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文取得第1級以下成績, 須修讀英語增潤課程

升學選擇–基礎文憑



 靈活學分制, 同學可因應個人興趣, 累積指定學
分獲取學歷

 內容糅合學術知識及行業技能, 課程包括通用技
能、全人發展及專業選修單元

 完成 DVE 學歷可報讀VTC高級文憑

 學院將提供就業輔導予選擇就業的同學

升學選擇–中專教育文憑(DVE)



 一般入學要求: 完成中六

 修讀期: 一般 1 年完成

 專業選修科: 
工程

• 汽車科技

• 屋宇裝備工程

• 電腦輔助產品工程

• 建造工程

• 電機工程

• 機械工程

• 飛機維修

• 鐘錶* (新課程)

商業及服務

• 商業

• 專業美容

設計與科技

• 資訊科技

• 時裝衣料設計及

營銷採購

• 珠寶設計與工藝

• 印刷媒體

• 數碼電子科技

*新課程審批中

升學選擇–中專教育文憑(DVE)



旅遊服務業文憑

 範疇: 酒店營運、餐飲營運、餐飲策劃及

 項目管理、旅行服務及旅行社營運

 修讀期: 1年

中華廚藝文憑

 範疇: 初級中廚師

 修讀期: 2年

廚藝文憑

 範疇: 西式廚藝、西式包餅及糖藝、西式

 烹飪及肉食處理

 修讀期: 2年

升學選擇–其他專業課程

入學條件: 完成中六 及 符合年齡要求



升學選擇–「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

零售業

印刷業 機電業及建造業

計劃特色：

• 有學有賺

計劃期間，學員一面讀書進修，一面接受在職培訓，獲取認可學歷及穩定收入

• 全面專業支援

一站式就業輔導及工作配對

• 靈活貫通進修階梯

完成計劃後可銜接高級文憑或更高學歷，向專業路邁進



2014年報名及收生流程



課程類別 文憑試5科成績平均分

THEi學士學位* 17

IVE/HKDI高級文憑** 15

基礎文憑 9

中專教育文憑 7

2013年VTC收生統計

* 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科成績計算
** 包括中文及英文科成績計算



2013年有條件取錄(conditional offer) 統計

近33,000名
申請人獲派
有條件取錄

於放榜日將有條件取錄
轉換成正式取錄：成功
率約6成

7成獲正式取錄
的申請人確認接
受學位

首輪申請人: 約40,000



2014年收生速遞

• 截至2014年5月，超過41,000名申請人報讀THEi學士
學位、IVE/HKDI/ICI/CCTI高級文憑、基礎文憑及中
專教育文憑課程



2014年最受歡迎課程(第一課程選擇)

學士學位課程

酒店營運管理; 醫療護理; 專業會計

高級文憑課程 (按學科分類)
應用科學 醫療保健; 配藥學; 化驗科學

工商管理 航空與客運服務; 會計學; 工商管理學

幼兒教育及社會服務 幼兒教育; 社會工作; 社會服務及社區教育

設計 產品、室內及展覽設計(科目組)；時裝形象設計;
電影及電視

工程 土木工程; 飛機維修工程; 電機工程

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酒店及餐飲業管理; 旅遊及會議展覽; 運動教練學

資訊科技 軟件工程; 多媒體創作; 遊戲軟件開發

國際廚藝 廚藝



高級文憑 2014/15新課程大檢閱

國際廚藝

廚藝

應用科學

保育及樹木管理

應用營養學

長者社區保健護理

設計

出版設計及印刷媒體

時裝品牌策劃及採購



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學院

酒店營運管理（榮譽）文學士

專業會計（榮譽）文學士

科技學院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學士學位2014/15新課程大檢閱



收生程序
（適用於2014年5月19日或之前遞交

全日制中六以上程度課程入學的申請人）

登入「 VTC網上入學申請系統」遞交/更改課程選擇
（5月9日上午9時至5月19日下午6時）

（遞交最多6個課程選擇）

公布有條件取錄結果
（7月3日中午12時）

（經電郵、SMS短訊及入學網頁）

面試/測試 (5月31日至6月17日)
(將個別通知;經電郵、短訊及入學網頁 )



收生程序
（適用於2014年5月19日或之前遞交

全日制中六以上程度課程入學的申請人）

有條件取錄

獲通知「有條件取錄」轉換結果
（7月14日上午10時）

親身前往課程取錄院校
確認接受學位
（7月14日上午10時

至下午4時）

完成註冊手續
（7月18日中午12時前）

正式取錄 未獲取錄/

不接受獲派學位

未獲取錄

統一收生計劃 2014

7月14-16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親臨各IVE/HKDI及THEi院校



入學查詢

• VTC攤位設於會場C12

• 課程及入學網頁：www.vtc.edu.hk/admission

• 招生處熱線：2897 6111

• 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vwavwa
• 中學生升學必備APP
(手機應用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