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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應屆中六學生迎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放榜日，教育局

製作了「放榜三寶」，即「e導航」、「升學及就業地圖」及「放榜

指南針」。中六學生、家長及學校可透過電子工具「e導航」搜尋本

地不同程度的課程資料，包括學士學位、副學位及毅進文憑課程。

「升學及就業地圖」提供多元出路的信息及報讀院校的重要日程，

讓中六學生可依期辦理相關的手續。「放榜指南針」則臚列各項與

文憑試放榜相關的重要信息，如多元的升學路徑及各項支援服務的

資訊。

「放榜三寶」已上載教育局網站「中六學生資訊專頁」

（www.edb.gov.hk/s6）。

我們期望所有中六學生已裝備終身學習的能力，並充分發揮潛能，

實現人生抱負。

祝你們前程錦繡!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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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學生資訊專頁

www.edb.gov.hk/s6


獲院校有條件取錄的申請人
繳交留位費限期

院校發放確認通知
7月21日起 7月26日中午

E-APP

申請人登入指定網址 閱錄
取結果

補錄程序開始

7月下旬 7月下旬

提供多元出路的資訊，並載有報讀院校的重要日程，讓學生按時辦理相關手續

7月19日下午4時 7月20日起

課程網上報名截止日期 學位分配結果透過
電子郵件／短訊
通知申請人

毅進文憑
- 就業資訊
-就業網絡
-職前培訓及在職培訓課程
-招聘資訊

就業

升學及就業地圖

7月22-24日 
申請人可於獲分
配的個人時段內
修改課程選擇

8月12日 
公布正式遴選結果 獲正式遴選取錄資

格的申請人繳交留
位費的

8月13日下午5時

8月26日 

公布根據覆核成績
重新考慮入學申請
的遴選結果

8月30日及9月2日 
首輪及第二輪補選結
果網上公布（須同日
繳交留位費以確定接
納取錄資格）

8月19日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經文憑試成績覆核後

（覆核成績）的申請人
可於聯招帳戶遞交要求
根據覆核成績重新考慮
入學申請

聯招聯招 學 校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提供文憑試事宜相關的資訊

灣仔修頓中心辦事處 (一般查詢服務)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12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 – 下午5:30

地址:

服務時間:

公開考試資訊中心 (熱線服務)

3628 8860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 – 下午5:30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

查詢熱線:

服務時間:

網站:

有用資訊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教育局及大學聯合招生處

教育局
提供多元出路的最新資訊

2021年7月21日至23日

上午9:00 – 下午6:00 

2892 5444

「中六學生資訊專頁」 

https://www.edb.gov.hk/s6/

日期:

服務時間:

查詢熱線:

網站:

灣仔修頓中心辦事處及公開考試資訊中心熱線於下列日期延長服務時間:
2021年7月21日：上午7:30 – 下午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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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合招生處（「大學聯招處」）

!!

2334 2929 / 2233 2929 

請注意，所有與「大學聯招處」往來的電話均會被錄音，

作為內部培訓及參考之用。

info@jupas.edu.hk

2334 2330

2858 4825

https://www.jupas.edu.hk

查詢熱線:

電郵: 

24小時互動語音系統:

傳真:

網站:

有關「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大學聯招辦法」）申請事宜、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
布後修改課程選擇的程序及安排、遞交要求根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覆核後更高的科
目等級重新考慮入學申請的程序及安排、正式遴選、補選及第二輪補選結果（包括教資
會資助課程、公大自資課程及SSSDP「資助計劃」^課程的取錄資格）等安排，請向「
大學聯招處」查詢，或瀏覽「大學聯招辦法」網站（https://www.jupas.edu.hk）。

有關SSSDP「資助計劃」^課程於「大學聯招辦法」第二輪補選後的取錄安排，請向個
別SSSDP「資助計劃」^院校查詢。

9所「大學聯招辦法」參與院校及SSSDP「資助計劃」^院校就修改課程選擇的協議

為確保「大學聯招辦法」公平及公正，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布日至修改課程選擇
截止日（即2021年7月21日至7月24日*），9所「大學聯招辦法」參與院校及SSSDP 
「資助計劃」^院校暫停提供任何有關選擇課程的建議或輔導（包括面試、直接與申請
人電話或電子通訊、選科輔導、與申請人正式／非正式聯繫等）。

就9所「大學聯招辦法」參與院校及SSSDP「資助計劃」^課程資料的查詢，申請人需
於2021年7月20日*或以前直接聯絡有關院校。

提供「大學聯招辦法」申請事宜的相關資訊 

* 日期或有修改
^ SSSDP 「資助計劃」=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上述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的資訊，詳情將以大學聯合招生處

的最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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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明心窗－中學文憑試支援服務

2503 3456

http://www.esmiley.hkcys.hk/hkdse
<附有網上聊天室 >

dse@hkcys.org.hk

5599 6906

understandme_cys

2606 7644

7月20日

下午2:00 至 凌晨2:00

7月21日

上午9:00 至 凌晨2:00

7月22日

上午10:00 至 凌晨2:00

提供輔導及情緒支援、面談服

務，以及升學及就業資訊、探

索生涯發展的可能性

香港家庭福利會

藝進同學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坊

2177 4567

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會賽馬會
將軍澳青年坊
http://www.facebook.com/ys.youth
square/

ys.youthsquare

7月21及23日

上午9:30至下午1:00

下午2:00至9:30

7月22及24日

上午9:30至下午1:00 

下午2:00至6:00

輔導及情緒支援

面談服務

升學/就業資訊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職志輔導計劃
8203 9070

8203 9071 （家長熱線）

careers@skhwc.org.hk

careers.skh

https://bit.ly/3dHyBOy

http://www.studywhat.hk/aboutus

預約網上輔導服務：
http://www.studywhat.hk/

7月19日至23日

上午10:00至下午10:00

8月12日

上午10:00至下午6:00 

於其他日期亦提供恆常服務

為文憑試考生及家長提供升學/

就業資訊、出路探索、升學面試

指導、輔導及情緒支援服務

歡迎預約網上服務

機構名稱 服務熱線/其他聯絡資訊 服務時間 服務範圍

大坑青年中心【同您心】HKDSE

放榜輔導熱線

2881 1511 (學生線)
2895 1346 (家長線)

6703 4401

empathyhotline@yahoo.com.hk

同您心

7月17日至8月13日

上午10:00至下午10:00

7月20日

24小時

輔導及情緒支援

升學/就業資訊

香港青年協會

DSE27771112

DSE 專線:
2777 1112 放榜及聯招改選時段特別支

援服務 :

7月19日至24日

上午10:00 至 凌晨2:00

中心全年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下午2:00 至 凌晨2:00

輔導及情緒支援(網上及熱線)

升學/就業資訊

升學規劃諮詢

27771112.hk

6277 8899

DSE27771112

輔導及支援服務
就放榜日提供服務熱線的非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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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何文田

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2718 1330 7月21日 

上午10:00 至 下午6:00

升學及就業輔導

救世軍大窩口青少年中心 2428 4581 主要服務葵青區同學之輔導及情

緒支援 ，面談服務 ，升學/就業資

訊，如有需要將按實際情況轉介

放榜日特別支援服務 :

上午8:00 至 下午4:00

中心全年開放時間 :

星期二至五

下午2:00 至 10:00

星期六

上午10:00 至 下午10:00

星期日

下午2:00 至 6:00 (公眾假期

休息)

機構名稱 服務熱線/其他聯絡資訊 服務時間 服務範圍

循道衛理中心 - 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

服務

2527 3451

6679 4381

isc@methodist-centre.com

輔導及情緒支援

升學/就業資訊

逢星期一、六

上午10:00 至 下午5:30

逢星期二至五

下午2:00 至 9:30

學友社放榜輔導熱線2021 2503 3399 < 38條線 >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http://www.student.hk

出路指南 2021

7月17日至26日及8月11日

至14日、17至19日 

上午10:00 至 下午10:00

放榜日特別支援服務 :

7月20日 通宵服務

升學輔導及情緒支援

生命熱線

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

2382 0000

SaySomething_sps

《Say Something 講心情》
網上聊天室：
http://saysomething.solutiononehk.
com/SPS

二十四小時

網上聊天室：

星期五至日

下午6:00至凌晨零時

情緒紓緩服務

生命熱線

青少年生命專線

2382 0777 下午2:00至 凌晨2:00 情緒紓緩服務

撒瑪利亞會24小時

多種語言情緒支援服務

2896 0000 二十四小時 輔導及情緒支援

機構名稱 服務熱線/其他聯絡資料 服務時間 服務範圍

其他熱線服務

*上述日期或有修改。請向各單位查詢服務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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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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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
課程為中六離校生和年滿21歲的成年學員提
供另一學習途徑，讓他們取得就業和進修所
需的正式學歷。

政府向修讀香港合資格院校開辦的全日制經
本地評審本地及非本地自資首年學士學位及
銜接學位課程的合資格學生(不包括正就讀指
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學位的學生)
提供免入息審查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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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平台提供專上院校的資訊及聯招以外的全日
制經本地評審高級文憑、副學士和學士學位
課程的資料，包括學費、入學資格、相關專
業組織的評審和認可等。平台亦提供各院校
的預計收生學額、課程報名及收生安排、過
去的收生成績及畢業生統計數據等資料。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的考生可透過這
個一站式專上課程網上報名系統在文憑試放榜
前預先報讀「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以外的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這計劃資助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指定全日制經
本地評審自資學士學位課程(每屆約3 000名)及
副學位課程(每屆約2 000名)。

本地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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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
生計劃
參與計劃的內地高等院校將依據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豁免同學額
外應考內地聯招試。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計劃旨在向前往內地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香港
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以及確保學生不會因經
濟困難而無法獲得專上教育的機會。資助計劃
包括兩部份：「經入息審查資助」及「免入息
審查資助」。

海外升學
網站提供海外院校認可香港中學文憑資歷的
資訊。

海外聯招會提供「一次報名、多元選擇」的入
學申請方式，考生於海外聯招會網站報名，就
能一次填寫 70 個志願，並依成績及志願分發
大學。

台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內地/海外升學 

VTC Earn & Learn職學計劃
計劃結合有系統的課堂學習和在職訓練，提
供清晰的進階路徑，助年輕人投身人力需求
殷切的行業。

青出於「南」少數族裔培訓計劃
(職業訓練局)
為學員提供特定行業之技能培訓，以提升學
員的求職能力；為學員提供語文及生活技能
訓練，以提升學員的社會適應及融合能力；
及協助學員獲取認可專業資格，能夠在該行
業繼續發展或持續進修。

Teen才再現計劃(職業訓練局)
計劃提供300小時的訓練課程, 協助14-24歲
雙待青少年重新啟動學習及進修能力。

僱員再培訓局屬法定組織，根據《僱員再培訓
條例》於1992年成立。本局提供的課程是以
市場為導向，就業為本，靈活配合市場變化。

僱員再培訓局

高等學歷就業資訊網上平台(勞工處)
平台為持有高等學歷的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支
援，讓他們了解香港就業市場的情況，及協
助他們搜尋和申請合適的職位空缺。
(備註：平台將於2021年第三季併入勞工處
互動就業服務網站。)

就業及培訓 

政府職位空缺



救世軍教育及發展中心

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網站(勞工處)
網站提供職位空缺資料及就業資訊，並設有多
個專題網頁，為特定的服務對象提供專門的就
業資訊。求職人士亦可使用「互動就業服務」
流動應用程式，從職位空缺資料庫搜尋合適的
職位空缺。

招聘活動(勞工處)

Y.E.S.專為15至29歲，可在香港合法受僱及
居住的青年人提供一站式擇業指導、增值培訓
及自僱支援等服務。

青年就業起點 (Y.E.S.) (勞工處)
計劃為15至24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離
校青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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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翅青見計劃(勞工處)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就業網絡

勞工處舉辦多種活動推廣就業服務，亦籌辦招
聘會，讓求職人士和僱主直接會面和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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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畢業生升學輔導手冊2021
教育局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每年編製「中學
畢業生升學輔導手冊」，目的為給中學畢業
同學提供最新最客觀準確的升學資訊。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其他



計劃報讀的聯招課程排列名單

《放榜指南針》電子版

個人資料文件（如身份證、相片）

專上院校有條件取錄的通知書（如適用）

已更新的「e導航」流動應用程式

學校成績表正副本（如適用）

學生學習概覽正副本（如適用）

文憑試成績單正副本（如適用）

校外比賽／課外活動證書正副本（如適用）

推薦信正副本（如適用）

放榜日備忘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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