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21-2022年度家長通函第九十八號  

職業訓練局(VTC)課程及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的申請事宜 

敬啟者： 

 為配合  貴子弟能按時報讀香港各大專院校的課程，茲列出以下報名平台及職業訓練

局的申請日期及相關注意事項： 

1. 職業訓練局(VTC)  

可供申讀課程： VTC 為中學文憑試考生提供升讀 2022/23 學年

全日制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基礎課程文憑、

職專文憑（中六）及文憑課程的途徑及最低入

學成績要求，已詳列於附錄一)  

 

 接受申請日期：  2021 年 11 月 18 日開始接受報名 

報名及查詢網址：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c/ 

2.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 

E-APP 是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網上電子報名系統，所有參加 2021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的考生，均可使用 E-APP 預先申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以外經本地

評審的專上課程。經 E-APP 申請課程，考生有機會在公開考試成績公

布前獲得院校(請參考附錄二之院校名單)的有條件取錄／暫取錄資格。 

首輪申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2022 年 5 月 23 日 

次輪申請日期： 2022 年 5 月 27 日至 2021 年 7 月 11 日 

報名及查詢網址： http://www.eapp.gov.hk 

 

請家長積極鼓勵子女報名，爭取升學機會。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陳國榮老師聯絡。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30 日 (星期一)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十一月二十三日家長通函第九十八號，本人知悉「職業訓練局(VTC)

課程及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的申請事宜」一事，並明白如未能適時完成相關

報名手續，會錯失報讀有關課程的機會。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______日                                             [CKWI] 

_____班_____號 

副本 

COPY 



 

附錄一 VTC 為中學文憑試考生提供的升學途徑：  

 

備註: 

各項課程的特定入學條件，請參閱以下網頁的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基礎課程文憑、職專

文憑及文憑課程資料。(http://www.vtc.edu.hk/admission/tc/s6/s6-overview)  

1. 持中專教育文憑 / 職專文憑的畢業生 (於 2017/18 學年或以前入讀的學生須完成指

定升學單元) 及毅進文憑畢業生，符合報讀高級文憑課程的一般入學條件 (設有特定

入學條件的課程除外) 。 

2. 課程就業主導，同學畢業後將投身專業，累積經驗後有機會銜接專業文憑 / 證書課

程。有關詳情請向 HTI / CCI / ICI 查詢。 

3. THEi 提供學位銜接課程予相關的高級文憑畢業生。 

4. 高級文憑畢業生可申請報讀 SHAPE 與海外大學協辦的學士學位銜接課程或由本地

或海外大學開辦的學士學位課程。 

 

 

 

 

 

 

 

 

 

 



 

附錄二 截至 2021 年 4 月參與 E-APP 之院校名單 

 院校名稱 網頁 電話號碼 

1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http://www.cbcc.edu.hk  37024388 

2 明愛專上學院 http://www.cihe.edu.hk  37024388 

3 珠海學院 https://www.chuhai.edu.hk 29727200 

4 香港城巿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http://www.scope.edu/3-yearUKdegree  34427423 

5 宏恩基督教學院 http://www.gcc.edu.hk  58044143 

6 港專學院 https://www.hkct.edu.hk 22656993 

7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

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http://www.hkuspace-plk.hku.hk 39237000 

8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藝術

中心附屬機構) 

https://www.hkas.edu.hk/index_chi.html  29222822 

9 香港浸會大學 

- 電影學院 

 

http://af.hkbu.edu.hk/tc 

 

申請查詢: 34113240 

課程查詢: 34112884 / 

34118108 / 34117495 

- 國際學院 http://www.cie.hkbu.edu.hk  34113240 

- 持續教育學院 http://www.hkbusce.hk  34115000 

10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https://www.hkct.edu.hk/he 29261222 

11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http://www.hkit.edu.hk 27822433 

12 香港都會大學 

-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https://www.hkmu.edu.hk/lipace/tc/  31209988 

13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http://www.ny.edu.hk 39961000 / 39961001 

14 香港樹仁大學 http://www.hksyu.edu 25707110 

15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http://life.ln.edu.hk 26168247 / 26168274 

16 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進修學院 

http://www.scs.cuhk.edu.hk/hd  22090290 

17 香港恒生大學 https://www.hsu.edu.hk 39635555 

18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http://www.hkcc-polyu.edu.hk 37460123 

19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ttp://hkuspace.hku.hk 

29107611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https://www2.hkuspace.hku.hk/cc/cht/  34166338 

20 東華學院 http://www.twc.edu.hk 31906673 

21 香港伍倫貢學院 https://www.uowchk.edu.hk  27074669 / 27079440 

22 職業訓練局 http://www.vtc.edu.hk  28976111 

http://www.cbcc.edu.hk/chi/index.php
http://www.cihe.edu.hk/chi/index.html
https://www.chuhai.edu.hk/zh-hant
http://www.scope.edu/3-yearUKdegree
http://www.gcc.edu.hk/zh-hant/
https://www.hkct.edu.hk/tc/abouthkct/ctihe
http://hkuspace-plk.hku.hk/cht/
https://www.hkas.edu.hk/index_chi.html
http://af.hkbu.edu.hk/tc
http://www.cie.hkbu.edu.hk/main/tc/
http://www.sce.hkbu.edu.hk/?lang=zh
https://www.hkct.edu.hk/tc/he
http://www.hkit.edu.hk/tchk/main_beta1.0.php
https://www.hkmu.edu.hk/lipace/tc/
http://www.ny.edu.hk/
http://www.hksyu.edu/Index/index/lan/tchinese.html
http://life.ln.edu.hk/tc/
http://scs-hd.scs.cuhk.edu.hk/tc/index.html
https://www.hsu.edu.hk/hk/
http://www.hkcc-polyu.edu.hk/index.php?lang=chi
http://hkuspace.hku.hk/cht/
https://www2.hkuspace.hku.hk/cc/cht/
http://www.twc.edu.hk/?lang=zh-hant
https://www.uowchk.edu.hk/home_chi.html
http://www.vtc.edu.hk/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23 耀中幼教學院 http://www.yccece.edu.hk  39779877 

24 青年會專業書院 http://www.ymca.edu.hk  27833500 / 27833509 

 

http://www.yccece.edu.hk/en/
http://www.ymca.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