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升學途徑簡圖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 
各課程資料可登入iPASS查
閲 

自資學士學位  
DSE 33222  

明愛專上/ 明德/ 珠海/ 宏恩/ 港專/ 恆管/ 
香港藝術/ 浸大持續/ 科技專上/ 能仁/  

薩凡納/ 教大/ 城大專業/   
港大專業/ 東華/ 職訓局/ 樹仁 

 
(公大本地學位不經E-APP) 

(約$54,000-$289,416/年  修讀4年) 

自資副學士/ 高級文憑  
 DSE 22222  

白英奇/ 明愛社區/ 明愛專上/ 城大專上/ 
港大何鴻燊/ 香港藝術/ 浸大/ 浸大國際/ 

浸大持續/ 港專/ 科技專上/ 能仁/  
嶺大持續/ 中大專業/ 理大專上/  

公大李嘉誠/ 港大附屬/ 東華/ 職訓局/  
青年會/ 耀中社區 

  
(約$45,000-$88,150/年  修讀2年) 

12月 
報名 

大學聯招辦法 (JUPAS) 
資助學士學位 

 DSE 33222 
 港大/ 中大/ 科大/ 理大/ 城大

/ 浸大/ 嶺大/ 教大 
 ($42,100/年 修讀4年) 

 

自資學士學位 
 公大 

 ($71,360-115,920/年 
修讀4年) 

9月 
報名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 (SSSDP)  

DSE 33222 
明愛專上/ 珠海/ 恒管/ 東華/  

公大/ 職訓局 
 

($19,100-$59,030/年 修讀4年) 

資助副學士/高級文憑 
 DSE 22222 

理大/ 城大/ 教大 
 

($31,575 或 $15,040/年  
修讀2年) 

職業訓練局(VTC) 
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THEi 學士學位(自資) 
 DSE 33222 

 

(約$285,120-370,920/課程 
修讀4年) 

11月 
報名 

高級文憑 (資助及自資) 
DSE 22222 

 

(約$61,600 或 $106,800/課程   
修讀2年) 

基礎課程文憑 
完成中六 

應用科學/ 設計/ 工程/ 酒店款接/  
社會服務/ 商業/ 電腦/ 零售 

 

(約$20,500-25,500  修讀1年) 

職專文憑 
 完成中六 

商業/ 專業美容/ 健體及運動/  
電腦輔助產品工程/ 機械工程/  
數碼電子科技/ 屋宇裝備工程/  
汽車科技/ 飛機維修/ 電機工程/ 

 建造工程/ 鐘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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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20,500  修讀1年） 
完成中六 

報名辦法 

院校自設報名 
香港演藝學院 
資助學士學位 
DSE 33222    

 
($42,100/年  修讀4年) 

明愛白英奇/ 港專/  
明愛專上/ 城大專上/  

明愛社區/ 港大何鴻燊/  
能仁/ 耀中社區/ 嶺大持續/ 
公大李嘉誠/ 港大附屬/  
浸大持續/ 青年會/  

文憑課程 
 

(請按以上連結了解課程資料) 

8月至
10月 
報名 

個別 
查詢 

毅進文憑報名網站 

毅進文憑  
完成中六 

公大李嘉誠/ 職訓局/ 明愛社區/ 
浸大持續/ 港專/  

嶺大持續/ 科技專上 
  

($35,000或$37,300  修讀1年)  
(完成課程後＝DSE 22222  

包括中英文) 

5月 
報名 

建造業監工／技術員課程 
DSE 22222 

DSE 222 (個別考慮)  
屋宇建造監工文憑/  
土木工程監工文憑/  

屋宇裝備監工文憑/ 工料量度文憑 
  

(免學費並獲發津貼 
每月最高可獲發津貼$3,150 

18個月訓練 + 6個月在職培訓) 

建造業議會(CIC)  
索取表格／網上報名 

全年 
收生 

酒店及旅遊證書課程/  
中華／國際廚藝證書課程/  
初級全能海員證書課程 

 
（以上均免學費  修讀期不定） 

職業訓練局(VTC) 
申請表可於 HTI、CCI、ICI 及MSTI下載 

全年 
收生 

職業訓練局(VTC)  
網上入學申請系統 

職專文憑 
商業/ 髮型設計/ 專業美容/ 

健體及運動/  
電腦輔助產品工程/  

機械工程/ 數碼電子科技/ 
屋宇裝備工程/ 汽車科技/ 
氣體燃料工程/ 電機工程/ 

鐘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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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學費  修讀3年） 

提供「雙軌課程」的 
高中書院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明愛華德中書院 

 
(請按以上連結了解課程及 

學費資料) 
 

建造業議會(CIC) 
索取表格／網上報名 

個別 
查詢 

基本工藝課程 
砌磚鋪瓦科/ 油漆粉飾科/ 
機械維修科/ 雲石裝飾科/ 
金屬工藝科/ 電器裝置科/  
細木工藝科/ 水喉潔具科/ 
建造棚架科/ 建造模板科/ 

砌磚批盪科 
 

(免學費並獲發  
每月津貼$3,150 修讀1年) 

全年 
收生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 
索取表格／網上報名 

15-24歲 
6-12個月 

有薪在職培訓 
全年 
收生 

完成中三 

意念源自：聖公會李炳中學「本地升學途徑簡表」(13/6/2013)  
本圖修改自：香港輔導教師協會2014年6月30日版本 
資料更新截至：23/11/2016 by CLAP for Youth @ JC 
＊所有課程資料以該學院網頁為準 

資歷架構 

第七級 
第六級 
第五級 

博士 
碩士、深造證書／文憑 
學士 

第四級 高級文憑、副學士 

第三級 文憑、中學文憑 

第二級 
第一級 

證書 
證書 

1月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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