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學及

就業輔

導組 

中六學生 

出路資訊 

http://www.cys.edu.hk/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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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2019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資訊專頁  

• 放榜資訊專頁 - 提供各項連結，讓同學
更快而有效了解中六學生出路資訊。

( https://www.edb.gov.hk/s6 ) 

 
• e-導航 - 瀏覽本地不同院校及不同程度

(如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及副學士等)的
課程資料。
( https://eNavigator.edb.hkedcity.net ) 

 

• 2019放榜指南針 - 提供放榜重要資料 

• (https://www.edb.gov.hk/s6/compass ) 

https://www.edb.gov.hk/s6
https://enavigator.edb.hkedcity.net/
https://www.edb.gov.hk/s6/compass


http://www.hti.edu.hk/hti/html/tc/index.html 

酒店及旅遊課程 

廚藝課程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6/diploma/ 

http://www.cci.edu.hk/cci/html/tc/ 

http://www.ici.edu.hk/html/tc/ 

酒店及旅遊學院 (天水圍)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河路11號6樓 

電話：3713 4600 

電郵：hti@vtc.edu.hk 

中華廚藝學院 

香港薄扶林道145號職業訓練局薄扶林大樓7樓 

電話： 2538 2200 

電郵： cci@vtc.edu.hk  

國際廚藝學院 

香港薄扶林道145號職業訓練局薄扶
林大樓7樓 

電話: 2538 2200 

電郵: ici@vtc.edu.hk 

職業訓練局文憑 / 證書 



 



http://www.hkic.edu.hk/chi/home


報名網址： 

http://www.hkic.edu.hk/chi/home 

查詢： 2100 9000 

電郵： training@hkic.edu.hk 

建造證書課程 (一年全日制) 

專為具備中學三年級而又有志在建造行業內專注其中
一項主要工藝發展的年青人而開辦。 

 

課程名稱： 

建造證書(砌磚鋪瓦)  建造證書(水喉) 

建造證書(油漆及裝飾) 建造證書(砌磚及批盪) 

建造證書(模板)  建造證書(電器裝置) 

建造證書(細木工藝)  建造證書(機械維修)  

香港建造學院基本工藝課程 



報名網址： 

http://www.hkic.edu.hk/chi/home 

查詢： 2100 9000 

電郵： training@hkic.edu.hk 

建造文憑課程（適合 DSE 學生）一年全日制 

專為已完成中六的同學而設，目標是要培養知識型的
技術工友，他日擔當個別工種的工程聯絡員，監工等
工作。 

 

課程名稱： 

建造文憑(金工及焊接) 建造文憑(鋼筋屈紮) 

建造文憑(油漆及裝飾) 建造文憑(細木工藝) 

建造文憑(砌磚、批盪及鋪瓦) 

香港建造學院建造文憑課程（適合 DSE 學生） 



職業訓練局 

課程 

 

一般入學條件 

 

基礎課程文憑 

 

•完成中六 或 同等學歷 

 

職專文憑 

 

•完成中六 或同等學歷 

 

VTC Earn & 

Learn職學計劃 

 

•結合有系統的課堂學習和在職
訓練，提供清晰的進階路徑，
助年輕人投身人力需求殷切的
行業。完成中六 或同等學歷 

 網址：www.vtc.edu.hk 



9.    職業訓練局 

課程 一般入學條件 

學士學位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成績達第三級或以上；及 數學、
通識教育 及 一科選修科目成績達第二級或以上；或 

•同等學歷 

高級文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科成績達第二級或以上，包括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
或 

•VTC基礎文憑 (級別三) / 基礎課程文憑；或 

•VTC中專教育文憑 / 職專文憑；或 

•毅進文憑；或  

•同等學歷 

基礎課程文憑 •完成中六 (新高中學制)；或 同等學歷 

職專文憑 

 

•完成中六 (新高中學制)；或同等學歷 

 

VTC Earn & 

Learn職學計劃 

 

•結合有系統的課堂學習和在職訓練，提供清晰的進階路徑，助年輕人投
身人力需求殷切的行業。完成中六 (新高中學制)；或同等學歷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6/degree/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6/higher-diploma/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6/diploma-of-foundation-studies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6/diploma-of-vocational-education/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6/diploma-of-vocational-education/
http://www.vtc.edu.hk/earnlearn/html/tc/#TC
http://www.vtc.edu.hk/earnlearn/html/tc/#TC
http://www.vtc.edu.hk/earnlearn/html/tc/#TC


毅進文憑 (完成中六) 

申請資格： 完成中六 

 

相當於5科2級DSE成績 

 

升學：可報讀高級文憑 / 副學士 

 

就業 (例如：紀律部隊) 

 

 http://www.yj.edu.hk 

 



8.   毅進文憑 (完成中六) 

第一階段招生： 
有意報讀人士須於2019年7月11日下午4時正前完成
辦理報名手續及繳交報名費。 

 
 
 
 

第二階段招生：  
由2019年7月12日下午2時開始，屆時個別院校將自
行收生，有興趣報讀的人士可直接向有關院校申請。 

 
 報名、查詢網址： 
http://www.yj.edu.hk or http://www.yijin.edu.hk 

 
 



2019年7月11-17日 



暨南大學 
 

 以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免試入學報名時間： 
     2019年7月10—16日（不安排面試）。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
及通識教育）達到“3、3、2、2”；或者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選
修科目總分達到12分（第1級計1分，第2級計2分，依此類推），
兼顧單科成績，全科及格者。可免予筆試，申請本科各專業，擇
優錄取；總分介於10～11分者，申請預科A班；8~9分者，申請預
科B班，擇優錄取。 

 

 報名流程可參閱暨南大學2019年招收香港學生招生簡章
https://zsb.jnu.edu.cn/18/0b/c3469a268299/page.htm 

 查詢：暨南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 
 地址：香港干諾道中200號信德中心西座10 字樓1007B 
 電話：2540 4778 或 2540 4779 
 報名網址： http://lxlz.jnu.cn/ 

 

http://lxlz.jnu.cn/


台灣升學 

 

 個人申請 (高中校內外表現、校長推
薦)(可選報4個課程)(12月報名) 

 

 聯合招生 (DSE成績 )(可選報70課
程)(3月報名) 

 

 獨立招生 (個人成績、學習經歷) (個
別院校招生日期不同 – 全年) 

 

 限制：完成六年中學課程及香港永久
性居民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獨立招生 (個人成績、學習經歷) (個別
院校招生日期不同 – 全年) 

 

限制：完成六年中學課程及香港永久性
居民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http://www.scope.edu/Home/Programmes/BachelorsDegree3-Year.aspx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 3442 7423 

電郵： scope@cityu.edu.hk 



明愛直通銜接計畫 / 校長推薦計劃 
 

 已報名學生可於放榜當天(7月10日)早上
於禮堂的明愛直通銜接計畫攤位辦理註
冊及確認學位手續。 

 學生亦可於暫取生通知書所定日期前，
向院校辦理確認學位手續。 

 未報名學生均可直接向明愛社區學院或
明愛專上學院報名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重要日程 

(A)  6月12日起  

 申請人請登入「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查閱獲分配
 的「更改已選報課程選擇的個人時段」。 

(B)  7月11日至7月13日 

 申請人可按個別指定時段內於「大學聯招辦法」帳戶修改課
 程選擇。  

(C)  8月5日﹝上午9時起﹞ 

        正式遴選結果於網上公佈。 

(D)  8月6日 ﹝下午5時前﹞ 

 獲得正式遴選取錄資格的申請人繳交留位費的最後限期。  

 

查詢電話： 2334 2330 (24小時電話查詢熱線)    

  2334 2929 (辦公時間)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重要日程網址： 

http://www.jupas.edu.hk/tc/calendar/ 



DSE成績   升學出路建議  

33222 

  本地學士學位 

  

•  教育局2019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資訊專頁 

•明愛直通銜接計畫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職業訓練局學士學位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22222(包括中英) 

本地副學位(HD / AD) 

• 教育局2019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資訊專頁 

• 明愛直通銜接計畫 

•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 職業訓練局 高級文憑 



DSE成績     升學出路建議  

四個核心科目達到“3、3、2、2”  或   

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選修科目總分達到12分 暨南大學學士學位 

 

文憑試任何5門應考科目總成績達12分及以上   華僑大學學士學位 

 

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選修科目總分8~11分 暨南大學內地預科 

   

成績未達到本科要求，可申請大學預科      華僑大學預科 

   

任何5科3級或以上 (包括英文)      在港修讀英國學位  

三年制英國大學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任何5科2級或以上 (包括英文)  

三年制英國大學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國際學位基礎教育文憑）    

                   

文憑試任何成績       台灣大學自行招生 
 



DSE成績   升學出路建議  

DSE成績未達本地大學升學要求 台灣/外地大學學位  

     或外國大學基礎班 

 

完成中六   文憑/證書/毅進   

• 1.   教育局2017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資訊專頁 

• 5.   明愛直通銜接計畫 

• 8.   毅進文憑  

• 9.   職業訓練局基礎文憑 / 職專文憑 

• 10. 職業訓練局文憑 / 證書 

• 11. 建造業訓練局基本工藝課程 

• 12. 製衣業訓練局時裝學院  



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 

https://www.cys.edu.hk/training.php?id=9 

https://www.cys.edu.hk/training.php?id=8
http://www.cys.edu.hk/index.php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如有查詢，請使用以下方法把問題、姓
名及聯絡方式傳送給我們，我們會儘快
回覆。 

 電郵：  

    ckwi@cys.edu.hk (陳SIR) 或 

    tyc@cys.edu.hk  (徐S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