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通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有關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事宜)
公開考試資訊中心 ─ 電話：3628 8860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12樓辦事處櫃台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 - 下午5:00
星期六：上午9:00 - 中午12:00
特別於下列日期延長服務時間：
日期

公開考試資訊中心

灣仔修頓中心辦事處櫃台

2013年7月14日

下午2:00 - 下午5:00

2013年7月15日

上午7:30 - 下午6:30

–––
上午7:30 - 下午6:30

2013年7月16日至19日

上午8:30 - 下午6:30

上午8:30 - 下午5:00

2013年7月20日

上午8:30 - 下午1:00

上午9:00 - 中午12:00

2013年7月21日

上午8:30 - 下午1:00

–––

網址：www.hkeaa.edu.hk/tc/hkdse/

教育局
(一) 特別為放榜設立的電話熱線：2892 5447 ─ 提供多元出路諮詢服務
服務時間：2013年7月15日至19日 上午8:30 - 下午7:00
(二) 有關多元出路的網址: www.edb.gov.hk/715
(三) 一般電話查詢: 2891 0088
(四) 區域教育服務處 ─ 特別為放榜提供查詢服務
服務日期及時間：2013年7月15日至19日
		
區域教育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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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30 -下午1:00及下午2:00 - 6:00
地址

電話

港島區域教育服務處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3樓

2863 4646

九龍區域教育服務處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東座平台

3698 4108

新界東區域教育服務處

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22樓

2639 4876

新界西區域教育服務處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7號
華懋荃灣廣場19樓

2437 7272

大學聯合招生處
電話：2334 2929		
24小時電話查詢熱線：2334 2330
電郵：enquiries@jupas.edu.hk
網址：http://www.jupas.edu.hk
地址：香港薄扶林香港大學鈕魯詩樓UG-02室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 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1:00及下午2:00至5:00
		
星期六：上午9:00至下午12:30
特別於下列日期延長服務時間：
日期

時間

2013年7月16日

上午9:00 - 下午9:00

2013年7月17日

上午8:30 - 下午10:00

2013年7月18日

上午8:30 - 下午8:00

+ 查詢包括有關大學聯招辦法申請事宜、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布後更改已選報的
課程選擇程序及安排、應考丙類：其他語言科目2013年6月考試的申請人遞交更改
已選報課程選擇的程序及安排、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覆核後取得更高總等級 ／
評級後提交要求重新考慮覆核後成績申請的程序及安排、正式遴選、補選等安排。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參與院校有關更改課程選擇的協議
+ 為確保「大學聯招辦法」公平及公正，「大學聯招辦法」參與院校由2013年度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布日至課程改選截止日﹝即2013年7月15日至18日期間﹞暫
停為申請人提供任何有關選擇課程的建議或輔導﹝包括但不限於資訊發放、擇業輔
導、選科輔導、與申請人的任何通訊等等﹞。
+ 查詢有關參與院校課程資料，請於2013年7月14日或以前向有關院校提出查詢。

聯招以外的日制經評審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
網址：www.ipass.gov.hk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網址：www.eapp.gov.hk

職業訓練局
網址：http://www.vtc.edu.hk/studyat/html/tc/index.html

毅進文憑
網址：www.yjd.edu.hk

內地 / 海外升學
•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網址：www.edb.gov.hk/expo12
•海外升學
網址：www.hkeaa.edu.hk/tc/ir

非本地課程
網址：www.edb.gov.hk/715/nonlocal

就業
網址：www.edb.gov.hk/715/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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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715提供服務熱線的志願機構
機構名稱

服務熱線*
（包括2013年7月15日至19日）

其他服務

持續提供服務

網址：www.sps.org.hk
電郵查詢：admin@sps.org.hk

生命熱線
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

2382 0000

循道衛理亞斯理
社會服務處

2418 5928
(7月15日及16日：24小時；
7月17日及18日：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

7月18日及
8月6日至12日

網址：http://www.asbury.org.hk
電郵：it@amss.org.hk

學友社
放榜輔導熱線2013

2503 3399 (38條線)
(7月15日：零時零分至下午10時；
7月16日至19日：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

7月19日及
8月6日至13日

網上升學資訊平台：www.student.hk
刊物：出路指南2013
放榜輔導：面談服務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中學文憑試」放榜
輔導熱線

2334 1879
(7月15日：上午9時至下午10時；
7月16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7月16日

網址：www.cys.org.hk/hkdse2013
查詢：dsehotline@hotmail.com

香港家庭福利會
藝進同學會賽馬會將軍澳
青年坊

2177 4567
(7月15日、16日及18日：
上午9時30分至下午6時；
7月17日及19日：
上午9時30分至下午9時30分)

7月19日

網誌：http://www.ystko.blogspot.hk/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職志輔導計劃

8203 9070 (學生線)
8203 9071 (家長線)

持續提供服務

網址：www.studywhat.h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輔導熱線)

2711 662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7時至10時

持續提供服務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學校社會工作辦事處

2715 9558
逢星期一至四：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1時

持續提供服務

手機程式APP：
http://itunes.apple.com/hk/app/hkywca/
id530857762?mt=8

循道衛理中心 —
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2527 3451
(7月15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7月16日：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

7月16日

電郵：isc@methodist-centre.com

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放榜輔導熱線

2462 6903
逢星期一至四：
持續提供服務
上午9時30分至下午9時30分；
星期五及星期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

大坑坊眾福利會 — 青年中心 2881 1511 (學生線)
（「同您心」DSE放榜
2895 1346 (家長線)
輔導熱線）
(7月15日至19日：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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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期限*

香港青年協會
DSE@27771112計劃

2777 1112
(7月15日至17日：上午8時至凌晨2時；
7月18日及19日：上午10時至凌晨2時)

鄰舍輔導會賽馬會大埔北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662 1666
下午1時30分至9時30分

網址：
https://www.hkmcadventist.org/skitc
電郵查詢：skcyc@hkmcadventist.org

8月11日

電郵：empathyhotline@yahoo.com.hk
Facebook：同您心

持續提供服務

網址：dse.27771112.HK
SKYPE：dse@27771112.hk
Facebook：DSE同學會

持續提供服務
(星期日及公眾
假期除外)

電郵查詢：tpis@naac.org.hk

機構名稱
救世軍大窩口青少年中心

服務熱線*
(包括 2013年7月15日至19日)
2428 4581
逢星期二至五：下午2時至10時；
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
星期日：下午2時至6時

服務期限*

持續提供服務

救世軍油麻地青少年綜合服務 2770 8933
(7月15日至19日：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及 7月19日
下午2時至10時)
東華三院
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3165 8824
(7月15日及16日：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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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7月15日：上午10時15分至下午9時45分)

其他服務

電郵查詢 : twhcyc@ssd.salvation.org.hk

Facebook：油麻地救世軍升學專頁

7月16日
電郵查詢：hic@yang.org.hk

（*資料截至2013年5月13日。請向各單位查詢所提供服務的詳情。）

其他
機構名稱

網址 / 服務熱線

僱員再培訓局

www.erb.org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www.hkacmgm.org

勞工處
互動就業服務

www.jobs.gov.hk

就業齊起步

www.jobs.gov.hk/careergetsetgo

青年就業起點

www.e-start.gov.hk

展翅青見計劃

www.yes.labour.gov.hk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 2222

香港撒瑪利亞會多種語言情緒支援服務

289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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