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3333 以上 具競爭力的學位課程(資助為主)
Jupas

33222 以上 學位課程(資助或自資)
Jupas + EApp

中2英2+222 副學位課程(資助或自資)
Jupas + EApp

11222 – 22222 文憑課程/學徒訓練計劃/中六
重讀

中六畢業(完成中六) 職訓局基礎課程文憑及職專文
憑/毅進文憑/學徒訓練計劃/其
他進修機構證書課程/就業



中 英 數 通 選修科(一科)

自資院校學士課
程一般要求

3 3 2 2 2

注意：院校或有選修科目成績要求

香港演藝學院 3 3 2 2 2

(IELTS 5.5可代替英文3
級)

副學位課程
(包括副學士及高級文憑

學位) 中2英2 +222
4



第一級：證書（香港中三程度）
第二級：證書（香港舊制中五程度）
第三級：基礎課程文憑、毅進文憑（香港新制中六
或舊制中七程度）
第四級：高級文憑、副學士、專業文憑
第五級：學士
第六級：碩士、深造文憑
第七級：博士





根據去年數據，VTC(IVE) 各科副
學位的平均收生分數為 14 分，部
份院校的門檻為 10分。

根據去年的分數預測，升讀教資會
資助的學位課程的邊緣分數為 18 
分，而聯招內的SSSDP 部份課程的
收生門檻為 15 分。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https://www.cspe.edu.hk/nmtss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
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https://www.cspe.edu.hk/nmtss


課程級別
資助額(每年)

實驗類 非實驗類

副學位 $ 38520 $ 22120

學士學位 $ 78280 $44950



◦ https://www.cspe.edu.hk/tc/sssdp/sssdp.html

https://www.cspe.edu.hk/tc/sssdp/sssdp.html




SSSDP副學位



https://www.cspe.edu.hk/tc/ipass/Programmes.html

https://www.cspe.edu.hk/tc/ipass/Programmes.html


學位課程
資助方式 教資會 SSSDP 自資

(免審查資助
$33100)

報讀方法 Jupas EAPP /向個別
院校報名



副學位 (副學士 +高
級文憑)

資助
方式

教資會
(教大)

直接資
助
VTC(IVE)

SSSDP
(8所院
校)

自資

報讀
方式

Jupas EAPP/向個別院校報名







中 英 數 通 1X 2X

師
姐
Y

3 2 U 3 4 3

師
姐
W

4 3 4 4 3 5*





◦

◦

◦政府資助全日制經評審學士學位課程

◦

◦自資全日制經評審銜接學位課程

◦教資會資助全日制高年級學士學位課程

◦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


資歷架構





http://www.scope.edu/Home/Programmes/DiplomaCertificateandShortCo

urse/%E5%8B%95%E7%89%A9%E8%AD%B7%E7%90%86%E5%AD%B8%E9%AB%

98%E7%AD%89%E6%96%87%E6%86%91.aspx

http://www.scope.edu/Home/Programmes/DiplomaCertificateandShortCourse/%E5%8B%95%E7%89%A9%E8%AD%B7%E7%90%86%E5%AD%B8%E9%AB%98%E7%AD%89%E6%96%87%E6%86%91.aspx






進修及就業前景
本課程全面的設計，有助畢業生將來繼續升讀
本地及海外、有關復康治療科學、健康和醫學
科學、社會科學和醫療保健管理等學士後課程。
畢業生將具備能力並合乎資格，到醫院、社區
服務機構、學校、私人診所、老人院等機構工
作，。。。。。。。。
本學院現正向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轄下之
OOOO管理委員會申請註冊，以獲取《輔助
醫療業條例》第12條之專業認可。
審批成功後。。。。。。。



副學位 高級文憑

通識性質的內容(例
如語文、資訊科技、
通識等科目)須佔整
體課程內容至少六成

專門性質的內容
(例如專修科目、專
業訓練、職業技能
等科目)須佔整體課
程內容至少六成

升學 >就業 就業 >升學







留意個別院校的截止報名日期

◦VTC: 
申請人 課程類別 申請日期

入學申請方
法

中六學
生、
VTC 學
歷及其
他學歷

學士學位(E-APP)、
高級文憑(E-APP)、
基礎文憑（級別三）、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2022年2月截止
網上申請

旅遊服務業／中華廚藝
／國際廚藝
文憑

部份課程全年招生
登入HITDC、
CCTI下載申
請表

http://www.hitdc.edu.hk/
http://www.vtc.edu.hk/~ccti/Chi/index_chi.htm




E –APP
-將申請轉交院校
文憑試放榜當日直接從考護校評局取得成績，
轉交申請人所報院校



◦6/1/23全方位登入
◦VTC簡介及報名



◦首輪招生：

◦22年12月8日至23年5月22日

◦完成後，同學可能獲邀面試，而面試後則
有機會獲得院校的有條件取錄學額

◦根據教局的說法，即使同學在第一階段報，
但若同學太遲才完成手續，亦可能會失去
面試機會

◦部份科目於首階段已收滿生



◦帶你的英文地址、身份証中文電碼等作
輸入資料之用！
◦預先到 iPass的網頁找合適/心儀的課程
或院校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
.php/ch/home

◦準備你中四至中五的成績表，以 pdf上
載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


◦每間院校的第一輪招生截止日期不一

◦有可能早於 EAPP的第一輪報名截止日期

◦部份院校有提早報名優惠

例：HKCC、東華、恆大



◦部份院校需繳付報名費，數量及日期由院校
自決。

◦一般皆需繳交報名費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放榜後若接受所分發的學位，同學需繳交留
位費，約$5000 (一般的繳款期限為放榜後
第四個工作天內)

◦大部份院校設退還留位費的機制(!?)



◦同學需完成 OEA (即聯招內的資料) ，故所
有同學均需交 AI予英文老師批改(EdU特別
提醒：強烈建議同學交 AI)

◦SLP亦宜遞交(連中文反思 SA)

◦同學亦可提交其他考試成績

◦EAPP會經電郵通知同學面試等安排
◦請準備一個能運作的電郵地址及能收信息的手
提電話號碼



◦在放榜後，同學的資料將會自動轉到毅
進文憑的招生資料庫內，若同學需要/有
興趣報讀毅進，可省卻再次填寫資料

◦所有報名活動後，據教育局稱，同學的
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不在iPass內的課程/未經審批的課程—

資歷有待確定



內地升學--- 3月(留意公佈)



內地升學其他資訊
◦院校獨立招生

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暨南
大學、復旦大學及中山大學

◦校長保送計劃



HTTPS://CMN-
HANT.OVERSEAS.NCNU.EDU.TW

/FROM/HONGKONG

台灣升學 ---11月開始接受報名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from/hongkong


◦ Band A 
只有Band A才能入?

以往大多為 Band A入學，只因同學了
解自己成績與入學分數的關係。
若只有 Band A才能入學，聯招署為何
要設定 20個選擇！

STUPID



Band A Band B

選擇1 2 3 4 5 6
最想
入
最難
入
(夢想
出路)

想入
較易
入

想入
最有
把握
(要求
較低)

較有
興趣
最難
入

較有
興趣
難入

較有
興趣
易入

面試



◦7/2023前不用全選 20個選擇



◦邀請相關老師、相熟老師撰寫

◦同學請留意相關的禮儀



彈性收生安排

◦教資會及自資院校均設有此安排，
請留意最新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