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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擇業輔導組： 

展翅青見計劃 (p.10) 

海事訓練學院 / 

香港航海學校 (p.9) 

 

酒店及旅遊學院 / 中華廚藝

學院 / 國際廚藝學院 (p.9) 

 

香港建造學院： 

建造證書 (p.10) 

職業訓練局： 

「職」學計劃 (p.8) 

青年學院(p.3)： 

職專文憑(DVE)/ 

職專國際文憑 



中三啟航( 2021/07/02) p.3 

 
一 .職業訓練局 (VTC)  青年學院  

職專文憑 (DVE)課程  /  職專國際文憑課程  
    

職專文憑特別為中三或以上程度學生而設，為他們打好知識基礎，為將來升學及

就業作好準備。成功完成職專文憑課程後，同學可報讀兩年制高級文憑課程。 

職專國際文憑提供設計及工程兩個課程予修畢中三及應屆中三的申請人報讀。

修畢職專國際課程後，學生可按其校內及校外成績，選擇升讀本地或海外大

學，或 VTC 院校開辦的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課程。 

 
 

S3升學階梯 
 

 

 

 

 

 
 

 

 

 

   
     
     學費 
 
 
 
 
 
 
 
 
 

申請辦法： 

 

 

 

1. 1. 透過「VTC 網上入學申請系統」遞交入學申請。 

2. 將填妥的入學申請表交到青年學院 

   地址： 新界葵涌興盛路 85 號   電話： 2748 8555 

    查詢網頁：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3/diploma-of-

vocational-education/ 
 
     

課程 學費 

職專文憑 中三畢業生一般可獲三年學費豁免；中四畢業生一般可獲兩年學

費豁免。 

職專國際文憑 完成中三學生一般可獲三年學費豁免。其他費用包括 BTEC 等，

將會另行收取。 

職專國際文憑

課程 

職專文憑課程 

(DVE) 

高級文憑課程 

本地/海外 

學士學位課程 

完成中三或以上程度  

Thei 

學士學位課程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3/diploma-of-vocational-educatio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3/diploma-of-vocation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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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專文憑課程 (三年全日制 )一覽：  
 

 

 

 

 

 

 

 

 

 

 

 

 

 

 

 

 
商業 (商業與服務) 

課程簡介 商業課程為學生提供工商業所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加強實務性的培

訓，使學生於職場上能學以致用。 

畢業生可受聘為助理文書主任、行政助理、會計文員、物流助理、營銷

助理及客戶服務主任等。 
 
專業美容 (商業與服務) 

課程簡介 專業美容課程為學生提供美容業所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畢業生可受聘為見習美容師、纖體治療師助理、助理美容顧問和化妝品

營銷員。 
 
健體及運動 (商業與服務) 

課程簡介 健體及運動課程為學生提供所需的基本運動知識與技能。 

畢業生可受聘為體能訓練助理、教練助理、會所助理、活動助理等。 
 
商業活動營運 (商業與服務) 

課程簡介 商業活動營運課程為學生提供籌劃及支援商務活動所需的基本知識與技

能；加強實務性的培訓，使學生於職場上能學以致用。 

畢業生可受聘為營銷活動助理、展覧製作助理、節慶活動助理、市務推

廣助理、廣告助理及客戶服務主任等。 
 
 

 

課程  主要上課地點  

商

業

與

服

務  

商業  青年學院（葵芳／天水圍／邱子文） 

專業美容  青年學院（葵芳／天水圍／屯門／邱子文）  

健體及運動  青年學院（屯門／邱子文）  

商業活動營運  青年學院（葵芳／將軍澳） 

酒店學  青年學院（九龍灣 /天水圍 /薄扶林）  

工

程  

機械工程   青年學院（九龍灣／葵涌）  

屋宇裝備工程  青年學院（葵涌）  

汽車科技  青年學院（葵涌）  

氣體燃料工程  青年學院（葵涌）  

電機工程  青年學院（葵涌）  

鐘錶  青年學院（九龍灣）  

電子及電腦工程  青年學院（九龍灣）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學  青年學院（九龍灣）  

建築科技  青年學院（九龍灣）  

設

計

與

科

技  

髮型設計  青年學院（葵芳／天水圍／屯門／邱子文）  

印刷媒體  青年學院（九龍灣）  

時裝衣料設計及營銷採購  青年學院（葵涌）  

珠寶設計與工藝  青年學院（九龍灣）  

資訊科技  青年學院（葵芳／天水圍／將軍澳／屯門） 

室內與展覽設計  青年學院（邱子文）  

形象設計  青年學院（邱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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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學 (商業與服務) 

課程簡介 酒店學課程將會為學生裝備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能，由最初之輔助性專

業人員層面，透過理論與實踐的融合，從而使他們能夠投身酒店及相關

行業。畢業生可受聘為前堂款接員、房務員及餐飲服務員等。 

 

機械工程 (工程) 

課程簡介 畢業生可投身各工程行業，受聘為註冊學徒或工程助理，從事機械工程

技術相關的工作，為工程業界及基礎建設提供技術支援。 

完成第一年課程的學生如獲受聘於相關行業並登記成為註冊學徒，可獲

縮減訓練期12個月。 

 

屋宇裝備工程 (工程) 

課程簡介 屋宇裝備工程課程專為學生提供屋宇裝備工程行業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以便他們能夠在各屋宇裝備行業內成為專業人員，並且可以運用所學的

技能去解決各屋宇裝備行業上各種各樣的技術問題。 

畢業生可投身各項的建築、裝修及機電工程，包括屋宇裝備行業中的空

調製冷、消防、水務及電氣等工程，亦可投身樓宇設施管理行業，聘為

工程見習員或學徒，從事屋宇裝備工程設施及裝備的設計、安裝、管理

及維修等專業。 

 

汽車科技 (工程) 

課程簡介 汽車科技課程為學生提供基本汽車維修的知識與技能。畢業生可選擇就

業或繼續升學。 

學生畢業後，可投身汽車業受僱為學徒／見習員、助理訓練主任或見習

維修顧問。畢業生受聘於相關行業並登記成為註冊學徒，可獲縮減訓練

期12個月。 

 
氣體燃料工程 (工程) 

課程簡介 透過學習氣體燃料業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使學生不單在工作技能上得到

提升，更使他們學到良好服務態度，在待人方面有所改進。 

畢業生可投身各項有關氣體燃料工程中的工作，包括煤氣及石油氣爐具

維修技工學徒、爐具安裝技工學徒。畢業生受聘於相關行業並登記成註

冊學徒，可獲縮減訓練期12個月。 

 

電機工程 (工程) 

課程簡介 電機工程課程為學生提供電機／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行業所需的基本知

識與技能。畢業生可投身電機／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行業受聘為工程見

習員或學徒。畢業生受聘於相關行業並登記成註冊學徒，可獲縮減訓練

期12個月。 
 
鐘錶 (工程) 

課程簡介 鐘錶設計、製造及維修是包含尖端技術與工藝。各大著名腕錶品牌的製

造及代理商均要求員工接受正式訓練，才能在服務中心擔任維修工作。 

畢業生可投身鐘錶業受聘為見習製錶師、助理工程師、見習技術員、見

習鐘錶設計師、見習維修技師、營銷助理、貿易助理、助理品質控制主

任或技術員學徒等。受聘的職位範疇包括鐘錶產品設計與開發、銷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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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生產管理、腕錶產品測試、項目管理、鐘錶採購和鐘錶維修

等方面的工作。 

 

電子及電腦工程 (工程) 

課程簡介 課程為學生提供電子科技、電腦及數碼系統、通訊及智能監控等行業所

需的基本知識及技能。 

畢業生可擔任初級技術員、學徒、客戶支援、技術銷售、工程或採購助

理，並可投身下列專業：電腦系統及設備、固件及嵌入式系統、機械人

及自動化系統、美容及保健護理設備、辦公室及家居自動化、移動通訊

系統及互聯網、環保照明系統、智能監控系統、數碼廣播系統、影視會

展燈光及音響系統控制等。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學(工程) 

課程簡介 課程致力提高學生的通用和專業知識與技能，並配合全人發展單元，為

他們日後投身人工智能及機械人工程行業或繼續升學作最佳準備。人工

智能及機械人學課程為學生提供各工程行業所需的基本人工智能及機械

人工程知識與技能；畢業生可選擇就業或繼續升學。 

 

建築科技 (工程) 

課程簡介 課程旨在教授學生有關建築業最新技術 (包括建築信息模擬、無人機拍

攝) 知識與技能、通用知識及技巧。 

畢業生可在建築業內擔任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助理，助理工程監督，技術

員學徒，見習技術員，工程助理或助理管工等初級技術及督導職位。 

 

髮型設計 (設計與科技) 

課程簡介 髮型設計課程為學生提供美髮業所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畢業生可受聘為髮型師助理、見習技術員及髮型產品營業員。 

 
印刷媒體 (設計與科技) 

課程簡介 印刷媒體課程為學生提供平面設計、廣告、印刷、出版、包裝及數碼圖

像處理的行業知識及技術。畢業生可投身廣告製作、印刷出版及包裝等

行業，受聘為見習技術員、見習生產控制員或技術助理。畢業生受聘於

相關行業並登記成註冊學徒，可獲縮減訓練期12個月。 

 
時裝衣料設計及營銷採購 (設計與科技) 

課程簡介 時裝衣料設計及營銷採購課程為學生提供有關時裝衣料設計及製作、產

品開發、營銷及採購、時裝設計及品質保證方面的技巧。 

畢業生可受聘為設計助理、見習助理營銷採購、助理布料統籌員、梭織

／針織見習技術員、公證行見習技術員、整染見習技術員和品質檢查見

習技術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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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寶設計與工藝 (設計與科技) 

課程簡介 珠寶設計與工藝課程為學生提供有關珠寶工藝及設計專門知識與技能。

學生完成課程後可受聘為助理珠寶設計員、見習珠寶營業員或珠寶首飾

技術員學徒。畢業生受聘於相關行業並登記成註冊學徒，可獲縮減訓練

期12個月。 

 
資訊科技 (設計與科技) 

課程簡介 資訊科技課程為學生提供有關電腦行業及資訊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畢業生可投身資訊科技行業的初級職位，亦可於工商業界受聘為見習技

術員，提供技術支援的有關工作。 

 
室內與展覽設計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教授學生有關室內與展覽設計所需知識與技能、通用知識及

技巧，透過學習理論及實際應用，包括立體平面設計、繪圖及視覺呈

現、空間設計、物料及建造、設計方法及原則、色彩學、燈光、創意思

維，以便學生畢業後在室內與展覽設計業就業和發展。 

 
形象設計 

課程簡介 課程的設立是致力提高學生的通用和專業知識與技能，並配合全人發展

單元，為他們日後晉身相關行業或繼續升學作最佳裝備。形象設計課程

為學生提供形象設計行業所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畢業生可選擇就業或

繼續升學。 

 

職專國際文憑課程 (三年全日制 )簡介：  
 

青年學院(國際課程) 

設計 

課程簡介 主要上課地點為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 IVE (李惠利) 

課程旨在裝備學生的通用和專業知識與技能，並提升他們的可轉移能

力、態度和個人價值觀，為他們日後投身設計行業或繼續升學作最佳準

備。設計課程為學生提供平面設計、3D設計及多媒體設計的行業知識及

技術。 
畢業生可受聘為見習員或設計師助理，從事平面設計、攝影、電影

及電視、多媒體設計、時裝及形象設計、產品設計、室內設計、建

築及園景設計、視覺藝術、新聞視覺設計等工作。畢業生亦可進一

步將藝術及設計概念應用到各種專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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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院(國際課程) 

工程 

課程簡介 主要上課地點為 IVE (青衣) 

課程旨在裝備學生的通用和專業知識與技能，並提升他們的可轉移能

力、態度和個人價值觀，為他們日後投身工程行業或繼續升學作最佳準

備。工程課程著重基礎科技知識和技能發展，涵蓋機械、結構、產品、

系統和運營等領域，適合不同工程行業的廣泛應用。 

畢業生可投身各工程及科技行業，包括電氣及機械、建造、電子及

計算、製造、工業及系統工程等專業，受聘為學徒或工程助理。畢

業生亦可獲業界聘任從事相關嶄新技術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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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職業訓練局 (VTC)  -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 
政府和參與行業為計劃學員提供津貼、職學金和特定薪酬，讓同學學習專業知識及技術

的同時，獲取穩定收入和鼓勵，掌握理想發展前景。 

除課堂學習外，同學亦會於受僱機構接受在職培訓。畢業後可銜接更高學歷課程，向專

業路邁進。 

 

適合中三同學報讀的「職」學計劃課程：  
 
汽車業  

涵蓋專業範疇 汽車機械維修  汽車車身維修  汽車電器  汽車噴漆 

學習安排 第1年：於青年學院修讀全日制職專文憑（汽車科技）基礎課程 
第2至4年：受聘於行業機構成為註冊學徒，期間獲僱主保送以兼讀形式完
成職專文憑課程 

津貼及薪金 中三至中五離校生學費全免 
第2至4年：額外獲得「職學金」共$30,800；加上每月獲得薪金不少於$8,000
及平均$2,500政府津貼，每月總收入近一萬元 

 
機電業 (建築 )  

涵蓋行業範疇 屋宇裝備工程   電機工程   氣體燃料工程   通訊及智能監控科技     
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   機械工程   焊接科技及檢定 

學習安排 第1年：於青年學院修讀全日制職專文憑首年課程 
第2至4年：受聘於行業機構成為註冊學徒，期間獲僱主保送以兼讀形式完
成職專文憑課程 

津貼及薪金 中三至中五離校生學費全免 
第1年：每月獲僱主發放「職學金」$1,400，為期11個月 
第2至4年：培訓期間可另獲發放「職學金」共$15,400；同時，每月獲得薪
金不少於$8,000及平均$2,500政府津貼，每月總收入近一萬元 

 
印刷業  

涵蓋專業範疇 生產策劃／控制   電腦排版   電腦印前及輸出系統操作   CTP製作    
數碼印刷  柯式印刷  滾筒印刷  裝訂系統設備操作 

學習安排 第1年：於青年學院修讀全日制職專文憑（印刷媒體）基礎課程 
第2至4年：受聘於行業機構成為註冊學徒，期間獲僱主保送以兼讀形式完
成職專文憑課程 

津貼及薪金 中三至中五離校生學費全免 
第2至4年：額外獲得「職學金」共$30,800；加上每月獲得薪金不少於$8,000
及平均$2,500政府津貼，每月總收入近一萬元 

 
鐘錶業  

涵蓋專業範疇 腕錶校準及測試  鐘錶機芯拆裝維護  腕錶製造科技 腕錶外觀拆裝維護            
鐘錶售後維修服務  電腦數控加工 

學習安排 第1年：於青年學院修讀全日制職專文憑（鐘錶）基礎課程 
第2至4年：受聘於行業機構成為註冊學徒，期間獲僱主保送以兼讀形式完
成職專文憑課程 

津貼及薪金 中三至中五離校生學費全免 
第2至4年：額外獲得「職學金」共$30,800；同時，加上每月獲得薪金不少
於$8,000及平均$2,500政府津貼，每月總收入近一萬元 

 

查詢網址：http://www.vtc.edu.hk/earnlearn 
查詢電話： 37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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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業訓練局 (VTC)  -  全日制證書課程  

酒店及旅遊學院 (HTI)、中華廚藝學院 (CCI)及國際廚藝學院 ( ICI )  

全日制課程  上課地點  一般要求  

酒店及旅遊

學院  
酒店營運證書 (兩年 ) 

HTI 
(九龍灣 /薄扶林 /天

水圍 )  
年滿 15歲  

及面試合格  
中華廚藝  

學院  
中式烹飪證書 (兩年 ) CCI(薄扶林 ) 

國際廚藝  

學院  

壽司製作證書(兩個月) 

HTI (天水圍 ) 
年滿 16歲半  

及面試合格  

鐵板燒烹飪證書(兩個月) 

郵輪烹飪證書(四個月) 

西式糕餅證書 (四個月 ) 

麵包製作證書 (兩個月 ) 

日本菜烹飪證書(兩個月) 

亞洲美食證書(兩個月) 

中華廚藝  

學院  

粵式燒味證書 (兩個月 ) 

香港地道中式甜品證書 (6星期 ) 

香港地道特色小食證書 (6星期 ) 

 

海事訓練學院 (MSTI)  

     完成課程後可投身為海員或海事相關行業的從業員 

全日制課程  上課地點  年齡要求  

初級全能海員證書 (23星期 )  MSTI(大欖涌 )  16歲半  

申請人須通過面試及一項簡單的視力和色盲測試 

 

報名日期：全年招生  

學費：中三畢業生可獲豁免  

查詢網址：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3/certif icate/  
 

 

四 .香港航海學校 (政府津貼學校 ) 
 
只收男生，提供宿位  

非中學文憑科目：海員、體育 

中學文憑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通識 

中學文憑選修科目：通訊與資訊科技、視藝、旅遊與款待、科技與生活 

學費 :  免繳  

地址 :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13-15號 

電話 :   2813 1561        

網址： http://www.hk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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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造業議會 -  香港建造學院  

課程：建造證書課程(一年全日制) 

透過有系統及專業訓練，按部就班成為建造業的前線專門技術人員。 

 

課程包括： 

砌磚及批盪 砌磚及鋪瓦 模板 機械維修 

電器裝置 細木工藝 油漆及裝飾 水喉 

 

主要上課地點：九龍灣訓練中心 / 上水訓練中心 

 

學費： 課程免繳學費，每月按考勤可獲發津貼($1,200至$4,800) 

 

 

入學資格： 中三以上程度及通過入學面試 

查詢電話： 2100 9100 

查詢網址： http://www.cic.hk/chi/ 

 

六 .展翅青見計劃 (青年職前綜合培訓) 

「展翅青見計劃」透過勞工處、僱主和服務機構的合作，為15至24歲的離校同學提供全

面的求職平台，配合一站式和多元化的職前和在職培訓。 

 
 

計劃內容： 

職前培訓 – 核心課程：求職人際 

            選修課程：團隊協作、電腦應用、職業技能 

            一個月工作實習訓練 

(費用全免，課程出席率達 80%或以上者，更可申請發放每天 70 元的培訓津貼) 

在職培訓 –  6-12 個月有薪在職培訓 

             職外職業技能培訓 
 
查詢： 

 電話  ：2112 9932 

 辦事處：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16字樓 

 網址  ：https://www.yes.labour.gov.hk/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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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1：  
教育局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 
 

年滿 17歲及出席率超越 80%的學員可獲發還學費  

 

學校  地址  查詢電話／網址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何東中學）  香港銅鑼灣嘉寧徑 1號  
2192 8118 

www.hkct.edu.hk/aec 

路德會官塘夜校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  

馬蹄徑 2號  

2191 7777 

www.lutheran.edu.hk/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  

（伊利沙伯中學）  
九龍旺角洗衣街 152號  

2192 8118 

www.hkct.edu.hk/aec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  

（九龍工業學校）  
九龍長沙灣道 332-334號  

馬錦明慈善基金  

馬陳端喜紀念夜校  
新界將軍澳運隆路 2號  

2415 7666 

www.evening-college.edu.hk 

路德會沙田夜校  新界沙田安景街 5號  
2415 7666 
www.evening-college.edu.hk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  

（粉嶺官立中學）  
新界粉嶺一嗚路27號 

2192 8118 

www.hkct.edu.hk/aec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  

（荃灣官立中學）  
新界荃灣海壩街 70號  

路德會聖十架夜中學  新界荃灣路德圍 31號  

2415 7666 

www.evening-college.edu.hk 
路德會呂祥光夜中學  新界屯門安定邨  

路德會西門英才夜校  新界元朗公園北路 1號  

路德會協同教育中心  

（英皇書院）  
香港西環般咸道 63號A 

2415 7666 

www.evening-college.edu.hk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  

（筲箕灣官立中學）  

香港筲箕灣柴灣道 42號  2192 8118 

www.hkct.edu.hk/aec 

路德會協同教育中心  

（龍翔官立中學）  

九龍黃大仙馬仔坑道 1號  2415 7666 

www.evening-college.edu.hk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  

（沙田官立中學）  

新界沙田文禮路 11-17號  2192 8118 

www.hkct.edu.hk/aec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  

（將軍澳官立中學 )(夜校 ) 

新界將軍澳敬賢里 2號  2192 8118 

www.hkct.edu.hk/aec 

 

查閱網址：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other-edu-training/vocational-other-edu-program/even-adu-edu.html 

http://www.evening-college.edu.hk/
http://www.hkct.edu.hk/aec
http://www.evening-college.edu.hk/
http://www.hkct.edu.hk/aec
http://www.hkct.edu.hk/a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