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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發放日期：31/08/2021

升學輔導

1. 「ApL 2021-2023 (Mode 1) 上課資料及開課日時間表安
排」 《EDB》
附件

資訊發放日期：27/07/2021
1. 「護理．課程招聘及體驗日」 《仁愛堂YES》
日期：2021年7月31日(六)
時間：12:00 至 4:00
地點：Cordis Hotel香港康得思酒店8樓（上海廳）香港九龍旺角上海街555號（旺
角朗豪坊商場旁邊）

詳情：https://yes.yot.org.hk/c/content/cat_page.asp?cat_id=240
形式：升學講座 及 課程/學科資訊攤位，分享紓緩壓力的貼士
主題活動
職位招聘：10間參展機構提供200多個職位空缺，接近20個不同的工種
護理體驗區：展示常見醫護用品及註冊護士、物理治療師進行體驗活動
專題講座：3場專題講座

報名： https://forms.gle/WKXnHjwcY6RCRFvJ8
查詢： Whatsapp 55742563 (此號碼只作whatsapp回覆)

資訊發放日期：16/07/2021
1.「New Deg. Program : BABAM & BAMKT」Information
seminar《CityU SCOPE》
CityU SCOPE will continue to offer two UK 3-year degree business programme studies in Hong
Kong for the coming year.
1. BA(Hon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ABAM)
2. BA(Hons) Marketing (BAMKT)
Information seminar (including a taster class)
Date: 17 July 2021 (Saturday)
Time: 2:00-4:30pm
Venue: Room LI-2301, 2/F. Li Dak Sum Yip Yio Chin Academic Bldg.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s://www.plk1984.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18&pageId=64&cp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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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antonese
Contact : 3442-7172
pre-register : http://www.scope.edu/seminar/FDTaster717
(an entry QR-code can be sent for entry to CityU campus that day.)

2.「新課程：心理學(榮譽)文學士 及 哲學、政治與經濟(榮譽)社會
科學學士課程」《香港恒生大學(恒大)》
1. 恒大招生程序︰
【已獲有條件取錄】 經網上入學申請系統處理
【其他申請人】 親臨恒大校園處理
2. 第二輪校長推薦入學計劃表格
7月22日截止申請，
第二輪計劃只供香港中文中學聯會會員學校參加
3. 生涯規劃活動表格
9月8日截止申請
可瀏覽入學資訊站 (https://admissionportal.hsu.edu.hk/)了解更多入學資訊，並下載入學及課程小冊
子。
電郵︰kayki@hsu.edu.hk / minnielo@hsu.edu.hk
電話︰3963-5578 (祁小姐) / 3963-5040 (羅小姐)

3.「DSE文憑試放榜準備講座」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日期：2021年7月19日(一)
時間：7:30 P.M. ~ 9:30 P.M.
形式：網上 youtube 直播 (請留意當天19/7的⭐本校網站⭐內「⭐最新消息
⭐」連結
目的：協助應屆中六畢業生規劃升學出路；幫助家長如何協助同學及調整心
態迎接放榜。
內容：VTC放榜日安排，分享紓緩壓力的貼士及放榜提點及策略
講員：VTC特派顧問、本校註校社工及本校升學及就業部老師
對象：中六家長及同學
費用：全免
查詢：可以填寫⭐網上表格⭐ (⭐Google Form⭐)
聯絡：27037363 (鄧劍成老師或沈曉東老師)

4.「香港公開大學」《OUHK》更名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公開大學) 改名為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香港都會大學)
Effect : 1 September 2021.

「醫院管理局 登記護士(普通科)訓練課程

公開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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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醫院管理局 登記護士(普通科)訓練課程」公開接受報名《醫院管理
局登記護士(普通科) 訓練課程招生中心 》

課程資料及網上申請詳情，請瀏覽醫院管理局網頁或掃描二
維碼
網上申請連結:https://ha.taleo.net/careersection/ha_ext_cs/jobdetail.ftl?
job=HAENTP_202122&lang=en

醫院管理局網頁: http://www.ha.org.hk
課程資料：文件1、文件2、文件3

資訊發放日期：02/07/2021
1. 「大專課程實體／網上簡介會」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內容：講解 大數據行業 及 加強 學生生涯規劃
有關行業的未來和日常應用情況
簡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vILzBPY8w

講員：車品覺先生 (阿里巴巴前副總裁、現任香港科技園董事會成員)
對象：中一至中六學生
日期：2021年7月6日(二)
時間：下午2:30 至 4:00
形式：網上廣東話直播(ZOOM)
(資料填妥後將通過註冊電郵收到網上直播連結)
費用：全免
報名：須預先網上登記
https://zoom.us/webinar/register/WN_0HdBcQ3wRzeNAbR13Tl4cQ

2. 「與你同行」文憑試放榜講座 (《VTC與香港青年協合辦》)
日期：2021年7月10日(六)
形式：升學講座 及 課程/學科資訊攤位，分享紓緩壓力的貼士
目的：協助應屆中六畢業生規劃升學出路；幫助同學及家長調整心態迎接放
榜。
對象：中六同學及家長
詳情及報名： www.vtc.edu.hk/ero/dse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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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中生升學博覽會 2021」 (《明報》)
⭐雲集逾60間本地院校及海外升學機構參與
⭐將舉行超過50場升學專題講座
⭐罕有邀請到英、美、加官方機構介紹當地升學資訊
⭐一對一個人升學輔導
⭐逾50場專題講座，專家錦囊助你升學穩操勝算
-5場本地大學熱門課程介紹講座、
-本港7間大學附屬院校即場諮詢、
-其他本地專上院校最新課程簡介、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提供JUPAS放榜改選策略、
-英、美、加官方機構介紹最新海外升學資訊、
-英、澳、德、法升學講座
⭐入場可獲《2021入U天書》電子版：
-改選有策略 爭位關鍵逐點分析
-2021年九大收生成績中位數全紀錄
-各大院校5大皇牌科目競爭形勢
-DSE最佳5科19分的選擇
-放榜後改選必備數據

日期： 2021年7月10-11日 (星期六、日)
時間： 上午11時至晚上6時
地點：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3樓展貿廳2 （九龍灣港鐵站A出口前往德福廣場二期地下的士
站，乘搭免費穿梭巴士）

費用： 全免
報名參加：(按此)
查詢電話：2515 5052

資訊發放日期：22/06/2021
1. 「大專課程實體／網上簡介會」 (《HKCT港專》)
日期：6月至7月期間，逢星期二及四(下午3時及7時)
報名連結：
1. 大專課程簡介會 https://www.hkct.edu.hk/tc/he-seminar
2. 毅進文憑課程簡介會 https://www.hkctdyj.edu.hk/tc/activities/dyjconsultation?
&programme=&session=&location=&page=1

2. 「港專暑期大專體驗活動 – 大專Running Man」 (《HKCT港專》)
日期：2021年7月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港專賽馬會本科校園，新界馬鞍山鞍誠街2號
https://www.plk1984.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18&pageId=64&cp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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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應屆中五及中六生
活動內容：大專學科體驗(包括日/韓語、媒體製作及社會工作)、校園定向、職業性向測試、生涯規劃輔
導
費用：全免
網上報名：http://bit.ly/runningman2021
了解更多：http://hkct.edu.hk/tc/hkct-runningman-2021
查詢電話：2265 6975 (鍾小姐)
有關各項活動詳情可參考以下連結。https://www.hkct.edu.hk/tc/network/partner-schools-andservices

資訊發放日期：03/06/2021
1. 「非常DSE-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講座2021」 (《VTC與香
港青年協會》)
https://link.edm.vtc.edu.hk/activities_web/viewMessage/1c90f8bc-3c60-4c09-b080d0cf106539b0.xhtml?resend=false&version=V2
內容包括：
DSE多元出路資訊及分析重要升學數據：曾志滔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
家長分享追隨興趣發展的心路歷程：徐榮 (藝人)
詳情如下：
日期： 2021年6月5日 (直播及現場講座)
對象： 應屆文憑試考生家長
報名： 網上講座
IVE(黃克競)
詳情及網上登記 : www.vtc.edu.hk/ero/talk
查詢 : 2836 1888

資訊發放日期：13/05/2021
1. 「多元出路網上資訊SHOW 2021」 (《EDB》)
https://virtualinfoexpo2021.com/
約30院校和機構將於展覽會展示網上攤位：
經本地許審的專上課(包括受惠於政府資助計劃的課程和職業專才教育課程)、毅進文憑課程
相關資訊平台包括：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Concourse)、生涯規劃資訊網站及資歷架構等。
並舉辦多場網上直播講座配合互動問答，介紹多元出路、升學準備及策，以及專上學生分享經驗。
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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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8日及29日(直播講座)
2021年5月28日至2021年8月12日(展覽日期)
(有興趣人士可在網上重溫展覽及講座內容)
應屆文憑試考生、高中學生及家長、教師及社工

報名：無須預先登記 (參加者可事先查閱講座時間表(附件一)，按時觀看網上直播講座)

2. 「第27屆香港國際教育展」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https://www.hkiee.com.hk/
日期：
2021年5月29-30日
時間：
中午12時至下午6時
形式：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1C展覽廳 (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港鐵灣仔站A5出口)
主要內容：海外升學區、本地升學區、台灣升學區及活動區
機構類別：大學及專上學院、專科及進修學校、職業訓練學校、
語文學校、暑期遊學團、海外寄宿學校、海外升學顧問
入場費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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