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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文憑試考生出路 

資料來源：教育局（中六學生受訪人數54,697人） 

49% 

本地非學士學位 

(如高級文憑、副學士)  



VTC多元升學選擇 

基礎課程文憑／職專文憑／毅進文憑／其他專業文憑及證書 

學士學位 

高級文憑 



 

 

文憑至學位升學階梯 



VTC 2016/17課程概覽 



學士學位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HEi) 
 

 2016/17 將開辦 19 個以專業為本
之學位課程，針對本港優勢產業 

著重實習及行業專題研習 

課程通過學術評審，學歷獲香港政
府認可 

 



 Faculty of Design 

and Environment 

環境及設計學院 

• 廣告(榮譽)文學士 

•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 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Hospitality 

工商及酒店旅遊 
管理學院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專業會計(榮譽)文學士          酒店營運管理(榮譽)文學士 

 公共關係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零售管理(榮譽)文學士 



 

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技學院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醫療護理(榮譽)理學士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食品科學與安全(榮譽)理學士   屋宇設備工程(榮譽)工學士 

 資訊及通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Cross-faculty Programme  

學院聯合開辦課程 

•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環境及設計學院 及 科技學院聯合開辦  



綠色校園概念 

柴灣新校舍  預計2017/18年啟用 

圖為設計藍本，實貌可能會有所更改。 

新VTC學生宿舍   預計2016年落成 



政府「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 2016/17學年,共7個THEi學士學位課程加入資助計劃，
回應行業對人才的殷切需求 

• 課程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報讀 

課程 學額 政府資助學費/每年*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60 $70,000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60 $70,000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10 $40,000  

園藝及園境管理 (榮譽) 文學士 30 $40,000 

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30 $40,000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60 $70,000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60 $70,000  

合共 310 個資助學位 



• 配合社會及業界需要，加強實務培訓及軟技巧訓練 

• 獲認可為資歷架構第四級 

• 廣獲僱主、業界、學界、專業學會及團體認受，例如：特許

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等 

• 學歷為公務員事務局認可，符合相關公務員職位的入職條件 

• 2016/17學年，提供超過90項高級文憑課程，其中70多項為資

助課程 

高級文憑 



應用科學 

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 

工商管理 

設計 



工程 

資訊科技 

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國際廚藝/ 中華廚藝 



 

 去年, 超過3,000名高級文  

憑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就業率 90%，獲僱主 

 廣泛認可 

 

IVE/HKDI 高級文憑畢業生出路 

資料來源: IVE/HKDI全日制課程畢業生就業調查 

高級文憑畢業生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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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近8成畢業生成功銜接VTC高級文憑 

 

 

基礎課程文憑* 

 *前稱「基礎文憑（級別三）」 

基礎課程文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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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科學/ 設計/ 工程/ 酒店款接/ 社會服務/  

     商業/ 電腦/ 零售 
 

 

基礎課程文憑 



職專文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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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畢業生可從事各專業或參加「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 

 

*前稱「中專教育文憑」 



•  一般入學要求: 完成中六   

•  修讀期: 一般 1 年完成 

•  課程範疇: 

 工程 

 商業及服務 

 設計與科技 

 

 

職專文憑 



「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 

零售業 

印刷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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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歷，向專業路邁進 

零售業 

機電業及建造業 

檢測及認證業 



 

酒店旅遊業文憑 

• 範疇: 酒店營運、餐飲營運、餐飲與 

   項目管理、旅遊及旅行社營運 

• 修讀期: 1年 

酒店旅遊業證書 

• 範疇:水療、餐飲、客務、房務等 

• 修讀期: 2-6 個月 

 

其他專業課程 

入學條件:  完成中六 及 符合年齡要求 



 

中華廚藝文憑 

• 範疇: 初級中廚 

• 修讀期: 2年 

國際廚藝文憑 

• 範疇: 歐陸廚藝、西式包餅及糖藝、     
西式食品製作 

• 修讀期: 2年 

入學條件:  完成中六 及 符合年齡要求 

其他專業課程 



毅進文憑 

 

•  完成中六報讀 

•  修讀期: 1年 

•  課程: 

   設計、工商管理、酒店及旅遊、  

   資訊科技、社會服務及運動管理、 

   機械工程、紀律部隊等 

其他專業課程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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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文憑**  14 

基礎課程文憑  9 

職專文憑 7 

資料截至2015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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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VTC收生統計 



2015年最受歡迎課程(第一課程選擇) 

學士學位課程 

土木工程; 醫療護理; 專業會計 

高級文憑課程 (按學科分類) 

應用科學 藥劑科學; 醫療保健; 應用營養學 

工商管理 航空與客運服務; 工商管理學; 企業行政管理學 

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 社會工作; 幼兒教育; 社會服務及社區教育 

設計 舞台及佈景設計; 電影及電視; 數碼音樂及媒體  

工程 飛機維修工程; 土木工程; 汽車工程 

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運動教練學; 酒店及餐飲業管理; 機場營運管理 

資訊科技 電訊及網絡科技; 雲端系統及數據中心管理;  
遊戲軟件開發  

國際/中華廚藝 廚藝 



收生程序 

（適用於2016年6月1日或之前遞交的 

    全日制中六以上程度課程入學申請） 

登入「 VTC網上入學申請系統」遞交課程選擇 
（遞交最多6個課程選擇） 

有條件取錄結果於網上公布 
（6月20日） 

（透過入學網頁查閱取錄結果） 



收生程序 

（適用於2016年6月1日或之前遞交的 

    全日制中六以上程度課程入學申請） 

獲有條件取錄 

「有條件取錄」轉換結果於網上公布 
（7月13日上午10時） 

親身前往課程取錄 

院校確認接受學位 
（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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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符合有條件 

取錄要求 

未獲有條件取錄 

統一收生計劃 2016 

7月13-17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及 

7月18日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親臨THEi(青衣)、任何一間 

IVE院校及HKDI 



• VTC攤位設於會場C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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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查詢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
http://www.facebook.com/vwavwa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