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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課程 

 

大專院校及個別機構會提供各項持續進修課程及職業課程，讓學生按自己的能力和抱負，選

擇最合適的途徑，盡展所長。職業課程的名額較具彈性，培訓機構會因應需求作出適當安排。 

 http://334.edb.hkedcity.net/multiplepathway.php 

  

職業訓練學院或機構 

 職業訓練局 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programmes/degree_programmes.html 

 製衣業訓練局 http://www.cita.org.hk/lang_tchi/main2.html 

 建造業議會 http://www.hkcic.org/chi/main.aspx 

 僱員再培訓局 http://www.erb.org/Corp/home/coz_main/zh_TW/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 http://www.yes.labour.gov.hk/ypyt/home.aspx 

 

http://334.edb.hkedcity.net/multiplepathway.php
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programmes/degree_programmes.html
http://www.cita.org.hk/lang_tchi/main2.html
http://www.hkcic.org/chi/main.aspx
http://www.erb.org/Corp/home/coz_main/zh_TW/
http://www.yes.labour.gov.hk/ypyt/home.aspx


 

 
 

全日制中三以上程度課程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中華廚藝學院課程 

 初級全能海員課程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中三、中四及中五畢業的同學想打好升學及就業的基礎，可報讀由青年學院開辦、設有 10 多

個專業分流的課程，內容涵蓋商業與服務、工程及設計與科技三大範疇，讓你學習終生受用

的知識和技能。 

青年學院（YC）開辦的中專教育文憑（DVE）課程採用學分制，課程設計靈活，並參照資歷級

別通用指標，為完成中三及以上程度的同學，提供一個具價值的進修途徑，升學就業均獲認

可。 

同學可因應個人興趣和需要，選讀適合自己的專業課程及相關的單元。完成中三或中四程度

的同學一般需時三年取得中專教育文憑（DVE）學銜 ; 完成中五程度的同學則通常需時兩年。

他們亦可選擇累積所需學分，以基本技術證書（BCC）或技術員基礎證書（TFC）學歷作結業

點，為未來就業或升學作好準備；按個別同學的修讀進度，在一般情況下，BCC 可於一至兩

年完成，而 TFC 則需兩年。 

成功完成有關升學的指定單元及取得 DVE 的同學，可以報讀 VTC 的高級文憑課程。 

課程特色 

 採用學分制，設多個專業分流，涵蓋商業與服務、工程、及設計與科技三大範疇 

 完成中三程度的同學通常需要三年時間讀取中專教育文憑(DVE)。DVE 的畢業生可報讀 IVE

及 HKDI 的高級文憑課程 

 課程設計參照政府資歷架構指標，學歷資格獲認可 

 計劃就業的同學可修讀與行業有關的專業單元，取得基本技術證書(BCC)或技術員基礎證

書(TFC)後投身專業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供中三或以上程度學生報讀。額滿即止。 

2012 / 13 年度全日制中三以上程度中專教育文憑課程現正接受網上／書面申請。 

學費 

青年學院可因應情況於開學前取消任何課程、修正課程內容或更改開辦課程分校地點。 

青年學院將於 2012 / 13 年度新增一所院校 - 青年學院（邱子文），地點位於將軍澳陶樂路 

11 號。 

 

 

 

 



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HITDC）及中華廚藝學院（CCTI） 

提供優質專業之培訓，為就讀學生提供全亞洲最佳及最先進的實務訓練設施。各項課程均根

據業界實際需求編訂，中心／學院並會提供就業轉介服務，協助畢業生投身酒店、飲食及旅

遊行業。 

中五程度 

本部分列載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HITDC）及中華廚藝學院（CCTI）於 2011/12 年度開辦

的課程，全年招生，截至 2012 年 8 月。 

中三程度 

本部分列載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HITDC）及中華廚藝學院（CCTI）於 2012/13 年度開辦

的課程，全年招生。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3-hitdc-ccti-courses.html 

 

 

初級全能海員課程 

修讀期 二十三週 

上課形式 全日制 

開辦分校／ 

上課地點 

海事訓練學院 

入學條件 中三或以上程度和年齡屆乎十六歲半至三十三歲半之間。申請人須通過

面試及一項簡單的視力和色盲測試。 

課程宗旨 舉辦課程的目的，主要是為滿足航海業的人力需求，與及達到本地和國

際對初級全能海員的培訓標準，而提供一些受過正統訓練和合資格的人

員。此外，課程亦有為有志選擇另類途徑去發展個人事業的年青人提供

機會。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3-hitdc-ccti-courses.html


 

 
 

   THEi 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為 VTC 院校成員，開辦以專業為本的學士學位課程，供中學文憑

試考生報讀。學院開辦的學系包括設計、科技、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等。課程理論和實用兼

備，注重通識及專業教育，籍此培育關懷社群，具備創意、操守和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THEi 

提供的學士學位課程，內容包括個案研習和業界實習。預計於 2014 年開始提供銜接學位予成

績良好的高級文憑畢業生。 

 

入學要求^   

中六畢業生:  

中學文憑試 

中 英 數 通識 一科選修科 

3 3 2 2 2 

或同等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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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讀期 = 8 個學期# (全日制) 

學院  

設計學院 

廣告(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科技學院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學位課程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學位課程 

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學院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學位課程 



一般入學條件 

可報讀課程（修讀期） 學歷要求 

學士學位課程（8 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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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文憑課程（5 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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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專教育文憑；或 

 同等學歷 

基礎文憑（級別三）課程（3 個學期）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三科成績達第二級

或以上（如此三科成績未包括英國語文

科目，英國語文科目成績須達第一級或

以上）；或 

 同等學歷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3 個學期）  完成中六（新高中學制） 

 

 

 

 

 



 

 

全日制課程學士學位課程 

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urs in Fashion 

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urs in Fashion Design, Styling & Promotion 

Compulsory Requirements: 

• A portfolio of works demonstrating skills in drawing, painting, illustration, graphic design and    

photography, plus a sketchbook.  

• Applicants will also be invited to attend an admission interview 

Entry Requirements for Year 1 

• Grade E in 3 HKALE A-Level (or an equivalent number of AS) subjects; or 

• Level 3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Level 2 in 3 HKDSE subjects; or 

• Satisfactory completion of a Pre-AD or an equivalent programme (at QF Level 3); or 

• LiPACE's FTD15 Diploma in Fashion Design Studies; or 

• Other acceptable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English Requirements (Year 1 and Year 2) 

• Grade D or level 3 in HKCEE; or 

• Level 3 in HKDSE; or 

• Grade E in HKALE; or   

• Score of 6.0 in IELTS; or 

• Score of 550 (paper-based) / 213 (computer based) / 80 (Internet-based) in TOEFL; or 

• Grade C or above in GCSE; or  

•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高級文憑課程 

時裝及紡織英國國家高級證書課程 / 時裝及紡織英國國家高級文憑課程 

入學資格 

時裝及紡織英國國家高級證書課程 (HNC): 

• DSE 最少一科達 3 級或以上 ; 或 

• GCE A-Level 一科達 E 級或以上；或 

• 同等學歷 ; 或 

• 年滿二十一歲 

 



 

文憑課程 

服裝設計及生產技術文憑 

• 完成中六並修畢本課程之同學，可申請本局之┌ 時裝及紡織英國國家高級證書課程  

┘（有待審批）; 或 

• 持續進修相關之服裝課程 

 

時裝設計學文憑 

入學資格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最少三科達二級及中文和英文達一級或以上；或 

• 香港中學會考取得最少五科及格（包括中文及英文達二／ E 級）；或 

• 成功修畢「毅進計劃」或同等課程（資歷架構第二級水平）；或 

• 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及 

• 通過面試 

申請人如成功完成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香港中學會考，但不符合以上要求，學院亦會作個別

考慮。但一旦獲取錄，申請人須完成五科增補課程，藉以提高其語言及學習技巧。 

 

 

 

 

 



 

 

 

 

 

 

全日制課程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提供下列全日制課程，適合有意加入建造業發展的人士參加。 

 

基本工藝課程 - 一年制及兩年制 

課程設有下列科目： 

兩年制 泥水粉飾科 油漆粉飾科 

  雲石裝飾科 金屬工藝科 

  粗細木工科 水喉潔具科 

一年制 機械維修科 建造棚架科 

  電器裝置科   

 

報名資格： 

中三或以上程度，年滿十五歲（以九月開課時的年齡為準）。若有誠意加入建造業但年紀較輕

者，可以報讀兩年制科目，本院方會個別考慮。 

申請人必須為香港合法居民及可在港合法受僱。  

報名手續： 

申請人可以在網上遞交報名表格。(網上報名表連結) 

申請人可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寄回香港仔漁光道 95 號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學員招募及就業

輔導部收，信封請注明「BC 報名表」。（申請表格下載) 

申請人亦可將填妥之申請表傳真至 2100 9139。 

課程預計於每年九月開課，申請人在遞交報名表後，本學院約於每年四五月間開始安排面試。

成績 較佳者會獲優先處理，額滿即止。 

  

 



 

建造業監工／技術員課程 - 兩年制 

課程共有下列科目： 

兩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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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資格： 

(1)持中六 (新高中學制) 學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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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及數學； 

(b) 職業訓練局中專文憑；或 

(c) 同等學歷。 

(2)如申請人未達上述 (1) 項的入學要求，而具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三科成績達第二級或以上 

(如此三科未包括英國語文科目，英國語文科目成績須達第一級)；或同等學歷，並有誠意加入

建造業者，本學院亦會因應其他報讀人士之成績而考慮取錄，惟申請人入學後只可修讀 IVE

兼讀制「新基礎文憑 (工程) 」。 

(3)必須為香港合法居民及可在香港合法受僱。 

 

報名手續 

申請人可以在網上遞交報名表格。(網上報名表連結) 

申請人可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寄回香港仔漁光道 95 號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學員招募及就業

輔導部收，信封請注明「CST 報名表」。（申請表格下載) 

申請人亦可將填妥之申請表傳真至 2100 9139。 

 



 

 

主要課程簡介 

為配合不同服務對象及市場需求，僱員再培訓局致力提供具事業前景的培訓課程。主要課程

類別包括： 

I. 就業掛鈎課程 

II. 通用技能培訓課程 

III. 特定服務對象課程 

IV. 青年培訓課程 

V. 「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 

 

I. 就業掛鈎課程 

一般屬全日制職業技能訓練，涵蓋多個行業，專為失業人士而設，協助合資格學員掌握市場

需要的技能。學員於完成課程後，培訓機構會提供三至六個月的就業跟進服務，幫助學員重

投勞動市場。課程亦涵蓋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方面的培訓，加強學員在職場待人接物的技巧，

提升就業機會。 

1. 金融財務 2. 保險 3. 地產代理 

4. 商業 5. 進出口 6. 物流 

7. 資訊及通訊科技 8. 酒店 9. 旅遊 

10. 交通及支援服務 11. 零售 12. 飲食 

13. 美容 14. 美髮 15. 物業管理及保安 

16. 環境服務 17. 家居服務 18. 中醫保健 

19. 健康護理 20. 社會服務 21. 教育康體 

22. 影藝文化 23. 設計 24. 鐘錶及珠寶 

25. 印刷及出版 26. 建造及裝修 27. 機電 

 

II. 通用技能培訓課程 

屬非就業掛鈎課程，一般以半日或晚間制模式提供，失業及在職的合資格人士均可報讀。課

程包括基礎技能（英文、中文、普通話、商業運算、資訊科技應用）及個人素養等跨行業的

通用技能訓練，其中包括一系列國際認可的語文水平測試備試課程，有助學員獲取認可資歷

及提升競爭力。 

1. 職業語文 

2. 商業運算 

3. 資訊科技應用 

4. 個人素養 

5. 求職技巧 

 

III. 特定服務對象課程 

課程包括就業掛鈎及非就業掛鈎課程，提供適切的培訓及就業服務，協助特定服務對象，包

括新來港定居人士、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少數族裔人士、住院式戒毒人士及更生人士融入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4.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5.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6.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7.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8.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9.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0.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1.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2.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3.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4.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5.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6.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7.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8.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19.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0.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1.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2.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3.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4.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5.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6.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7.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8.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29.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30.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31.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32.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33.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34.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35.pdf


社會，自力更生。專為這些特定服務對象推出的課程涵蓋職業技能、通用技能、就業規劃等

訓練。 

 

 

IV. 青年培訓課程 

屬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包括「青年就業啟航」及「青年培育計劃」兩類課程，為青年學員

提供合適的培訓和就業跟進服務。 

「青年就業啟航」課程適合有志求職但未具全職工作經驗之中學畢業生修讀，課程提供就業

基礎訓練，以提升學員的心理素質，並為個人的職涯發展作好規劃，以及跨行業適用的基礎

職業技能訓練，幫助學員考取相關的認可資歷，增強他們的競爭能力。學員於完成課程後，

培訓機構會提供 6 個月的就業跟進服務，為學員提供求職及就業支援。 

「青年培育計劃」課程較適合 15 至 20 歲，未具中學畢業學歷程度的待業、待學青年修讀。

課程旨在重新啟動他們的學習及進修意欲，以及提高他們對職業生涯發展的積極性。計劃分

為第一及第二階段兩部分，第一階段旨在讓學員體驗行業的工作性質，協助學員了解自己的

意向、鞏固自己的興趣及訂定培訓方向。學員必須在第一階段表現良好，始獲入讀第二階段，

接受職業技能及基礎技能等訓練。課程並會為完成課程的學員提供 6 個月的進修╱就業跟進

及輔導服務，協助學員尋找進修或就業出路。 

1. 「青年就業啟航」課程 

2. 「青年培育計劃」課程 

 

 

V. 「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 

屬非就業掛鈎課程，一般以半日或晚間制模式提供，失業及在職的合資格人士均可報讀，課

程提供不同行業的職業技能訓練，協助合資格學員提升本業的技能，發展「一專多能」。部分

課程亦接受非該行業人士申請報讀，為計劃轉業人士提供入門訓練，增加他們對行業的認識，

使能成功轉業。 

1. 金融財務 2. 保險 3. 地產代理 4. 商業 

5. 進出口 6. 物流 7. 資訊及通訊科技 8. 酒店 

9. 旅遊 10. 交通及支援服務 11. 零售 12. 飲食 

13. 美容 14. 美髮 15. 物業管理及保安 16. 環境服務 

17. 家居服務 18. 中醫保健 19. 健康護理 20. 社會服務 

21. 教育康體 22. 影藝文化 23. 設計 24. 鐘錶及珠寶 

25. 印刷及出版 26. 建造及裝修 27. 機電 28. 服裝製品及紡織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40.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A-41.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5.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6.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7.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8.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9.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0.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1.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2.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3.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4.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5.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6.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7.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8.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19.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0.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1.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2.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3.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4.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5.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6.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7.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8.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29.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30.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31.pdf
http://www.erb.org/Corp/media/booklet/Book-B-32.pdf


 

 

 

計劃目標 

「展翅青見計劃」透過勞工處、僱主和培訓機構的通力合作，為 15 至 24 歲、學歷在副學位

或以下的離校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求職平台，配合一站式和多元化的職前和在職培訓，幫助

青少年認識自我和職業志向，豐富他們的工作技能及經驗，以提升就業競爭力。 

 

「展翅青見計劃」全年接受報名，費用全免。有興趣的青少年，可於計劃辦事處、勞工處就

業中心、勞工處就業一站、青年就業起點、 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地區福

利辦事處及 指定培訓機構* 索取表格 

http://www.yes.labour.gov.hk/ypyt/tc/sch_apply.htm 

 

 

 

http://www.hkcic.org/chi/main.aspx 

http://www.yes.labour.gov.hk/ypyt/tc/sch_apply.htm
http://www.hkcic.org/chi/main.aspx


內地/海外升學 

 

中國內地 

一直以來，香港學生若想入讀內地大學，一般須報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

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省學生入學考試」（簡稱「聯招考試」）。但自 2012 年起，內地部分

高等院校會試行對香港學生豁免「聯招考試」，以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擇優錄取學生。 

  

澳門 

詳情請參閱以下資料: 

 澳門大學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IR/macau/HKDSE/P-MO-003_University_of_Macau.pdf) 

 澳門旅遊學院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IR/macau/HKDSE/P-MO-001_Institute_for_Tourism_Studies

.pdf)  

 

台灣 

考評局經已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入學基本要求與台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聯招會）聯絡，

並獲得正面的回應及認可相關資歷。自 2012 年起，香港學生到台灣升學不再需要參加其他考

試，可以透過「個人申請制」自薦申請台灣部分院校或透過「聯合分發」入學管道，免試報

讀當地院校。聯招會會以申請者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作為分發各大學院校之分數依據。有

關詳情及最新資訊，請瀏覽   

台灣公私立大學校院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或   

參閱考評局網頁: 

(http://www.hkeaa.edu.hk/tc/ir/recognition_of_hkeaa_qualifications/overseas_studies/Taiwan/)。 

  

海外 

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已獲得多個國家的正面認可，學生可根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報讀外地

的大學或專上院校。有關香港中學文憑國際認可最新資訊可瀏覽: 

(http://www.hkeaa.edu.hk/tc/ir/ircountry_hkdse.html)。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IR/macau/HKDSE/P-MO-003_University_of_Macau.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IR/macau/HKDSE/P-MO-001_Institute_for_Tourism_Studies.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IR/macau/HKDSE/P-MO-001_Institute_for_Tourism_Studies.pdf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http://www.hkeaa.edu.hk/tc/ir/recognition_of_hkeaa_qualifications/overseas_studies/Taiwan/
http://www.hkeaa.edu.hk/tc/ir/ircountry_hkdse.html


高中各階段升學途徑 
         

(中三)   僱員再培訓局  「青年培育計劃」課程   

     就業掛鈎課程   

    通用技能培訓課程   

中四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 基本工藝課程   

   職業訓練局 VTC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 DVE 3-4 年 

     基本技術證書（BCC） 1-2 年 

     技術員基礎證書（TFC） 2 年 

     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 2 年 

     中華廚藝學院課程 3 年 

     初級全能海員課程 

完成課程時, 學員須

年滿 16.5 歲, 才可以

入行 
          

         

中五  職業訓練局 VTC 中專教育文憑 DVE 2 年 

     基本技術證書（BCC） 1 年 

     技術員基礎證書（TFC） 1 年 

     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   

     中華廚藝學院課程   

   僱員再培訓局 「青年培育計劃」課程   

   毅進計劃 毅進文憑課程   
          

         

中六  僱員再培訓局 「青年就業啟航」課程   

   勞工處 「展翅青見計劃」   

   職業訓練局 VTC 中專教育文憑 DVE 1 年 

      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 (全日制)旅遊服務業文憑課程 1-2 年 

     中華廚藝學院 全日制初級中廚文憑課程 2 年 

     技術員基礎證書（TFC） 1 年 

   毅進計劃 毅進文憑課程   

   製衣業訓練局  服裝設計及生產技術文憑   
          

         

DSE  職業訓練局 VTC: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 學士學位課程（8 個學期） DSE 3322+2 

   IVE 各院校 高級文憑課程（5 個學期） DSE 22+222 

     基礎文憑課程（3 個學期） DSE 22+2 

   製衣業訓練局  學士學位課程 DSE 33+222 

     高級文憑課程 DSE 3 

     時裝設計學文憑 DSE 11+222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 建造業監工／技術員課程 DSE 222+22 

   毅進計劃 毅進文憑課程 DSE 22+222 

   其他院校  iPASS 副學位課程 DSE 22+222 

   內地/海外升學     

          

JUPAS  大學學位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