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毅進畢業

01

羅志傑

毅進課程的學習模式比傳統中學更

有趣味、更實用。我選修的社會服

務群組，課堂中有輔導小組、活動

設計及遊戲帶領，更能跟隨志願機

構社工，親身體會社會工作的意義

和挑戰。而我亦藉著參與這些項目，

認定日後的路向。 黃介成  

做音樂人需要很大勇氣，而我報讀毅

進，就踏出了重要一步。我從什麼都

不懂，到努力學習樂理；成為學生會

宣傳事務幹事；最後，我能夠從容地

上台表演，獲得歌唱比賽冠軍。毅進

文憑課程在各方面給予我幫助，令我

更有信心，挑戰自己。我現已升讀副

學士課程，繼續為我音樂道路打拼。

黃穎雯

曾經在中學文憑試失敗，我以為自己的前途將只有

陰霾。幸而，毅進文憑課程讓我找到曙光。

我修讀的是酒店服務選修群組，與充滿競爭的中學

不同，這裡的良師益友給予我很多鼓勵，讓我重拾

對學習的興趣與自信。毅進文憑是我人生中重要的

階梯，我會繼續進修，爭取在酒店業發揮所長。

院校課程簡介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06-09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10-13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14-17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18-21
	 •明愛社區書院	 22-25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26-29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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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擇以全日制或兼讀制修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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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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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協助學員掌握各種一般技能和常識，包括基本語文能力、資訊科技技能、

數學推理能力和人際關係技巧，讓學員建立穩固的基礎

•	加強學員的學習動機，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讓他們可獨立地繼續進修

提供課程的院校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明愛社區書院

•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上課模式	

•	課程強調主動和互動學習，除課堂面授，個別科目會有考察及參觀等

•	以粵語授課（英文科除外﹔部份選修科目會使用以英文編寫的教材及以英文

作評核）

評核方法

習作

考試

出席率

課程結構及修讀模式

http://www.yijin.edu.hk/tc_chi/overview_programme.html

5 x 必修科目（中國語文、英文、數學、
通識教育和人際傳意技巧）共420學時

1個選修群組（3	x	選修科目)
共180學時



•	成功修畢課程的學生可獲頒毅進文憑

•	文憑相當於中學文憑考試 5科（包括中國語文

和英國語文科）第二級的資歷

•	資歷架構第三級別課程

•	成功修畢課程內以《能力標準說明》為本的

選修科目的學員可獲頒相關的獨立資歷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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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的學員可獲下列資助：

學費發還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上網費津貼計劃

學習開支定額津貼

有關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sfaa.gov.hk/tc/schemes/yjd.htm

其他資助	

•	獲選畢業生可獲頒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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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課程接受中六離校生或年滿21歲的人士報讀。

2015/16學年的報名方法及收生程序如下：

全日制課程 

兼讀制課程 
2015/16 學年毅進文憑兼讀制課程會由院校自行收生，詳情請

留意各院校的公佈。

由2015年5月2日起

登入www.yjd.edu.hk

選擇課程及完成報名登記

到7-Eleven或以

PPS繳交報名費

$200

7	月 16日

下午4時截止報名

7月17日起電郵

通知取錄結果

於指定日期往

取錄院校註冊
9月1日

開課

有關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yijin.edu.hk/tc_chi/qualification.html

1 個

選修群組

1 個

選修群組

(包含延

伸數學選

修科目 )

5 個必修科目

中國語文、英文、
數學、通識教育
和人際傳意技巧

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中學文憑試 )
5 科 ( 包括中國語文
和英國語文科 )
第 2 級的資歷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中學文憑試 )
5 科 (包括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和數學科 )
第 2 級的資歷

可報讀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

可報考 30多個以中學文憑試5科

(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 )

第2級成績為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位

可報讀以中學文憑試 5 科

(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

第 2 級成績為入學資格的副學士和

高級文憑課程

可報考以中學文憑試5科

(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 )

第2級成績為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位

升學

升學

就業

就業

由 2015 年 7 月 17 日下午 2時開始，屆時院校將自行收生，有興趣

報讀人士可直接向各院校申請。

相當於

相當於

第一階段招生 :

第二階段招生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Lingnan Institute of Further 
Education (LIFE)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LIFE)成立於2001年。學院旨在提供優質的課程，配合學

生、業界及香港社會的需要，為不同程度的有志者建立完善的進修階梯。現時，

LIFE提供一系列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涵蓋高級文憑、文憑、毅進文憑、持續進修

課程、學士學位及企業培訓，協助終身學習及工作晉升。

承先啟後：累積十四年舉辦毅進的豐富經驗，提供高質素及關懷學生的教學；

多個教學中心：分佈在新界西、九龍西和九龍中，全在港鐵沿線；

6大專業範疇：公務專業、旅遊及航空服務、社會及護理服務、多媒體資訊科技、

商貿、日韓語言及翻譯；

嶺大設施：學生可享用嶺南大學圖書館、健身室及多元化運動設施；

超過20項活動：海外服務學習團、球類、歌唱比賽、領袖訓練、乘風航、War	Game、

化妝班，令你有多采多姿的一年；

無數成功例子：畢業生獲取投身政府的資歷，可申請逾30個公務員職位，包括

紀律部隊。

life.LN.edu.hk/yjd

www.facebook.com/LNyijin 為凝聚班別的團隊精神及鼓勵創意之發揮，學院設有班相設計比賽。

2015-16年選修群組

1. 紀律部隊訓練 11. 幼兒教育#

2. 公務員文職 12. 刑偵及犯罪心理學*＃

3. 公務員實務* 13. 新媒體創作及應用

4. 郵輪及旅遊* 14. 多媒體廣告設計*＃

5. 酒店服務 15. 網站製作及網絡保安#	scs

6. 航空服務業 16. 翻譯初階	

7. 會計學 17. 日文及日本文化#

8. 市場學及工商管理*＃ 18. 韓文及韓國潮流文化#

9. 社會服務	 19. 長者護理*

10. 活用心理學 20. 專業化妝、髮型及禮儀*＃

註：	*			該選修群組尚在審核中
#				學員有機會須自費購買該選修群組部份科目的課本
scs		其中的科目互聯網應用及網絡保安已通過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為	《	能力標準說明》科目

07

學費
HK$36,200
（分兩期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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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
嶺南毅進文憑課程，鼓勵同學自主學習，發展個人潛能。我們既提供多姿

多彩的活動，包括升學講座、就業輔導、個人成長及生涯規劃，又為學生

提供全面的學習和身心發展支援，協助他們跨步向前，飛躍人生！

恆常活動

精神健康急救證書課程

歌唱比賽

化妝班

比賽及戶外活動

升學及就業活動

軍事訓練

三天兩夜歷奇訓練營

歷奇訓練營

紀律部隊結業匯操

運動日

籃球比賽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

水警學長計劃

升學講座

就業配對

招募講座 學科參觀

面試準備班

08 09

暑期英語提升交流團

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模擬飛行駕駛訓練

兒童工作實踐工作坊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

畢業聚餐

求職資訊

毅進盃聯校足球比賽

足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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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SBI)是VTC成員院校之一，所開辦的多元化毅進文憑課程

均由SBI及其他VTC院校成員開辦及教授，為青年人提供優質的專上教育。

課程特色 課程著重實務培訓，內容貼近行業所需，如酒店管理及旅遊學教授業	

	 界最普遍使用之酒店業管理系統，為學員提供實習及到相關機構考察	

	 的機會。

專業認可 西式廚藝毅進文憑學員可同時報考：
	 •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衞生督導員證書

	 •英國皇家公共健康學會餐飲業食物安全二級證書

	 電腦網絡毅進文憑畢業生可報考以下專業考試：
	 •思科認證網絡工程師（CCNA）

	 •微軟認證	IT	專家（MCITP）

商校合作 部份課程與行業合作，如：
	 航空地勤（物流）服務課程及航空貨物服務管理課程與航空公司合作：

	 •課程根據業界培訓手冊編寫

	 •應用業界航空及貨物物流系統軟件

	 •在航空公司的航空貨物大樓或停機坪實習

	 •邀請業界主講專題講座，如警務處，機場地勤服務公司及酒店等

升學出路	 畢業生可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	

	 開辦之高級文憑課程

就業前景	 畢業生可投考需要相關學歷的公務員職位

多元化設施	 學員可享用本學院、IVE/	HKDI/	青年學院（YC）的圖書館、泳池、	

	 網球場等多元化康體設施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VTC School of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015-16年選修群組

1. 紀律部隊 14. 產品設計*

2. 公務員（文職）* 15. 時裝及形象設計

3. 酒店管理及旅遊學 16. 形象化妝學

4. 航空貨物服務管理*＠ 17. 護理學*＃

5. 航空地勤（物流）服務＠ 18. 美容護理服務*	scs

6. 西式廚藝 19. 電腦

7. 商業學	 20. 電腦網絡

8. 會計及金融 21. 多媒體遊戲設計

9. 零售管理 22. 社會服務學

10. 商業資訊分析 23. 幼兒教育*

11. 創意廣告設計學 24. 心理學

12. 設計學 25. 運動管理及體適能訓練

13. 室內設計* 26. 電單車及汽車科技	scs

註：	1.	所有選修課程全部由	VTC	開辦及教授。

2.	核心課程上課地點學額各有不同，申請者可於入學註冊時填寫多個上課地點，

學院將以抽籤方法公平派位；如有需要，學院可於開學前取消或更改課程開辦地點。

3.	如所報讀之課程未能成功開辦，學員可選擇其他SBI毅進文憑課程。

4.	部分選修課程上課地點均為暫定，學員或會被安排到其他	VTC	院校上課。

5.	部分選修科目學員須自費購買部分教學材料及工具：

-	酒店管理及旅遊學（約為HK$500）

-	電腦網絡（約為HK$400）

-	時裝及形象設計（約為HK$500）

-	形象化妝學（約為HK$800）

-	航空地勤（物流）服務（約為HK$300）	

-	航空貨物服務管理（約為HK$300）

-	健康體適能訓練（約為HK$100）

-	護理學、美容護理服務（約為HK$500）

-	產品設計，室內設計（約為HK$300）

*			該選修群組尚在審核中
＠		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
scs		成功修畢該課程可獲頒發相關的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的獨立資歷證書
vtc.edu.hk/sbi

學費
HK$36,200
（分兩期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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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與外籍老師正全神貫注地參與寫作工作坊活動
靈巧的手藝+心無旁騖+工具的輔助=非凡設計的基本
元素

機場實習

餐桌禮儀羽毛球比賽

「光的藝術」2014季軍獎

SBI參加葵青區體育會會徽設計比賽
獲冠、亞、季軍

外籍老師在詠春活動中正教授學生
活學英語

參觀消防訓練學校

萬聖節party

參加應科院「家﹒未來﹒故事」
攝影比賽獲得冠軍

活動花絮

「光的藝術」2014 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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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Hong K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是一所多元化及非牟利的專上學府。本校至今已開辦多個通過香

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評審之自資專上課程，包括：毅進文憑課

程丶副學士、與海外著名大學合辦的學士丶碩士及博士課程。本校自2007年起開辦

毅進課程，2012年起開辦毅進文憑。毅進文憑畢業生可報讀本校開辦的文、理、商

以及可獲註冊保健員資格的醫療類副學士課程 。

本校毅進文憑課程特色

全面銜接：	

校風嚴謹：重視同學品德及全人發展

多元化課外活動：贊助同學考取駕駛執照、參加潛水訓練、龍舟訓練、100%出席率

獎勵遊、優異成績頒獎禮、功夫訓練、黃埔軍校體驗等

9大教學中心：校舍位於長沙灣、觀塘、將軍澳、上環、荃灣、屯門、元朗、天水圍及

沙田，鄰近地鐵站

國際視野：同學可赴英國或北京清華大學交流學習

優質教育：多元化及活動教學，更為數理科優異生特設精讀班，另為同學提供額外

英文增潤訓練

就業前景：畢業生可申請逾30個公務員職位，包括紀律部隊。

2015-16年選修群組

1. 警隊實務 16. 屋宇設備工程學

2. 消防員/	救護員實務 17. 基礎飛機維修工程

3. 懲教實務 18. 機電工程scs

4. 海關實務 19. 基礎工程*

5. 入境事務 20. 樓宇驗收及結構檢測

6. 護理學 21. 酒店及旅遊

7. 物理治療學 22. 酒店款待及調酒

8. 中醫及中藥學 23. 酒店及餐飲服務scs

9. 營養學實務 24. 商業及流行音樂創作

10. 社會服務及輔導 25. 演藝製作

11. 心理學 26. 創意媒體寫作*

12. 市場、公關及活動統籌 27. 體育及運動管理

13. 會計 28. 幼兒教育

14. 電腦保安及硬件系統管理 29. 特殊教育輔導學（兒童）*

15. 電腦工程* 30. 環境及樹藝*

註：	*			該選修群組尚在審核中
scs「機電工程」、「酒店及餐飲服務」已通過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為《能力標準說明》科目。	

如有需要，書院可更改課程開辦地點

yijinhkit.edu.hk 

www.facebook.com/HKIT.hk

教學中心

學費
HK$33,930
（分兩期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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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花絮活動花絮



18 19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於1957年創辦，為港專機構轄下一所慈善性質獨立專上

教育機構。2001年，港專成功通過香港學術評審局（現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評審，成為首批根據政府擴展大專學位政策認可的專上院校，為中學畢業生提

供多元化的課程選擇，包括高級文憑及毅進文憑課程。

課程特色：

•加入業內人士專業意見，使課程可與其專業銜接；

•提供多元化的選修群組及專業導師的教授，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提供課程相關的設施（如：健身室及籃球場、數碼媒體製作室、美術設計室、思科網

絡實驗室、語言中心、餐飲訓練中心、模擬機艙、模擬酒店客房／前櫃），加強

學生的學習體驗；

•透過學生發展的活動（如：毅進國內義工之旅、北京實習與生活體驗、生涯規

劃訓練計劃），提升學生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參與「港專毅進同學會」及「班會代表」，提升學生的溝通技巧、領導能力及互相

學習能力；

•畢業學生可報讀本校開辦的高級文憑課程，如運動、體適能及健康管理高級文憑、旅

遊業管理高級文憑（航空及郵輪服務）、社會工作高級文憑、專業會計學高級文憑。

何文田校舍：九龍何文田公主道14號

港專賽馬會馬鞍山校園：新界馬鞍山耀安邨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hkct.edu.hk/ 

2015-16年選修群組

保安及紀律部隊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1. 紀律部隊 19. 室內設計*

2. 消防備考訓練 20. 創意攝影（商業及廣告）

3. 警隊備考訓練 美容、美髮、家政、個人護理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21. 美容護理實務*

4. 西式廚藝營運*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5. 咖啡及西式甜品店營運* 22. 智能手機程式設計

6. 航空服務 23. 數碼遊戲及多媒體設計

7. 酒店款待及旅遊 商業及管理

8. 婚禮統籌 24. 工商管理及投資實務*

醫科及護理科 25. 公務員實務

9. 基礎醫療護理及常見病*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10. 基礎中藥及西藥學* 26. 會計及金融業入門*

11. 基礎護理及中西復康療法* 人文科學及語言

12. 營養與食物衛生管理* 27. 日本語言及流行文化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28. 韓國語言及流行文化

13. 運動訓練及教練 工程及科技

14. 幼兒教育 29. 樓宇電力及電子工程實務*

社會科學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15. 社會服務 30. 建築設計及工程管理基礎

16. 心理學及大腦行為*

大眾傳媒、傳播及新聞

17. 電視資訊節目製作

18. 數碼短片創作*

註：	1.	上課地點：何文田校舍／港專賽馬會馬鞍山校園

	 2.	本校保留開辦任何選修群組及更改上課地點之權利

	 3.	如有需要，書院可更改課程開辦地點	 	

	 *			該選修群組尚在審核中

Running Man 比賽

學費
HK$33,930
（分兩期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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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同學會選舉

探訪長者義工活動 義工服務-家舍清潔

毅進盃五人足球賽港專柔道訓練班

健美訓練班

師生活動

毅進國內義工服務之旅 ─探訪東莞市農民工

參觀醫療化驗所

參觀消防訓練學校

活動花絮

游繩下降訓練班

師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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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社區書院
Caritas Institut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本著「關愛施教」的信念，自1963年起已開展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至今已成為香

港規模最大的教育機構之一。本院開辦毅進文憑、高級文憑等課程，其中包括健康

護理、營養學及體適能高級文憑、公共行政及管理高級文憑、旅遊學及款待業高級

文憑、會計及財務高級文憑等，幫助同學在升學和就業贏得更高的起點。

20,000人信心之選：自毅進課程開辦以來，累計超過2萬學員就讀明愛，通過努

力，大部份均成功贏得學歷和自信；

升學銜接：明愛毅進文憑畢業學生，可報讀明愛的高級文憑課程，升學就業路路通；

強大專業導師團隊：導師們業界經驗豐富、專科專教。以紀律部隊選修群組為例，

導師包括退役警察指揮官、高級懲教主任、海關高級教官等，
本院並邀得榮休消防總長劉樹林先生為顧問；

關愛施教：實行班主任和輔導老師制，以愛心塑造開心大家庭，為學生個別輔導、

補課，解決學習和成長問題；

全面課外活動：既有開心旅行BBQ、聖誕P，亦有刺激才藝比賽和歷奇活動，還有
實用面試預備班、功課班、急救證書班，受薪工作計劃，和有意義
的義工活動助學生全面發展；

全港性分校網絡：分校位處香港仔、北角、調景嶺、紅磡、油麻地、九龍塘、沙田、
粉嶺、荃灣、屯門及元朗；

多種教學設備：多種實景教學設備；包括醫護、酒店、廚房、餅房、café、化妝設計間、
健身室、幼兒教學實習室等。	

2015-16年選修群組

1. 紀律部隊實務^ 16. 運動及康樂項目管理

2. 警隊實務^ 17. 社會服務*

3. 懲教實務^* 18. 公共行政*+

4. 消防實務^* 19. 趣味心理學應用*

5. 護理學#*+ 20. 專業化妝、髮型及美甲設計#	scs*

6. 健康護理#* 21. 美容儀器、皮膚護理及新娘化妝#*

7. 幼兒教育實務* 22. 專業模特兒、化妝及形象設計#*

8. 幼兒遊戲導師實務 23. 營養、皮膚護理及形象設計#*

9. 體適能與運動管理<* 24. 婚禮統籌、新娘化妝及形象設計#*

10. 咖啡及甜品店經營#* 25. 綜合設計學#

11. 西式食品製作# 26. 數碼媒體#

12. 亞洲（中、日、韓）食品製作# 27. 資訊科技應用

13. 酒店運作及管理# 28. 網上商店經營*

14. 主題公園、娛樂及項目統籌	#*~ 29. 營銷管理與形象設計*

15. 婚宴、項目及形象設計#*~ 30. 會計實務

註：	#		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及工具

*		該選修群組尚在審核中
~		其中的科目「項目統籌與營運」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
scs	其中的科目「美甲及手足護理」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為		 	

《能力標準說明》科目。
^	其中的科目「投考紀律部隊體能訓練」與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合辦
<	其中的科目「健康與體質管理」與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合辦
+	其中的科目包括「延伸數學」

本院保留開辦任何選修群組及更改上課地點之權利

cice.edu.hk/yjd

CICE明愛社區書院

學費
HK$33,930
（分兩期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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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家豪 現職消防處救護員    

我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智

慧可以改變人生，朝著目標進

發，多謝明愛社區書院老師的

協助及教導 !

蔡宗翰 現職懲教處二級懲教助理

修讀毅進課程最難忘的是遇到一群充滿教

學熱誠的老師，不停地給學生支持和鼓勵，

讓基礎較弱的學生掌握繼續進修發展機會。

鄭芷茵、王慧清、湯建怡同學

獲公開大學錄取 成功踏上護士之路。

生涯規劃活動	 	由專業老師團隊帶領。在明愛社區書院，我們

非常感恩有充滿教學熱忱的老師團隊，為了幫助青年人成就夢想，執

起教鞭，分享豐富實戰經驗和學識。

紀律部隊課程主任，退休懲教署

高級懲教主任。曾任中西區民政

處社區工作幹事、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區區域幹事及醫療輔助隊隊

長等職，歷任福利及輔導主任、

船民中心主管及各懲教事務部門

主管，多次獲嘉許。

香港警隊退休指揮官，澳門城市

大學副教授。為幫助青年人成就

夢想，執起教鞭，教學認真，分

享親身經驗，深受學生歡迎和尊

敬。在劉老師的教導下，多位毅

進學員成功通過嚴格的入職考

試，加入警隊。

更多老師介紹，
請瀏覽本院網頁:		www.cice.edu.hk

王昌 Sir Prof. Paul 

Lau

香港海關退休監督、高級教官、

世界海關組織優異獎得主。海關

反走私、打擊盜版和刑事調查及

檢控的專家。熱心教導，幫助學

生了解紀律部隊和公務員的工

作，深受學生愛戴。
Louis Lee Sir

高級講師，幼兒教育課程主任。

曾於香港、台灣、加拿大多地的

幼稚園任職，並於香港浸會大學

任教幼兒教育多年，經常到幼稚

園作教師培訓及顧問。

Ms. Vicky 

Wong

AASFP運動體適能課程總監兼

首席講師。運動專科物理治療碩

士，物理治療學士，註冊物理治

療師。曾勇奪全港划艇錦標賽男

子羽量級雙人雙槳冠軍，兼具多

項教練專業資格，曾任教於香港

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更出版了

一系列體適能相關書籍。

Terence 

Chau

高級講師，健康護理課程主任。

香港及英國註冊護士、助產士，

資深健康教育家，曾任職衛生署

傳染病控制組及香港中文大學健

康教育主任多年，另在香港中文

大學醫學院等院校任教。Ms. Pauline 

Yuen

見証學長豐盛成果的一刻

參觀學習，大開眼界 刺激歷奇、比賽，過關升「呢」 義工、體驗活動

2014毅進秋季大旅行 BBQ
2014迎新訓練營
合建羅馬砲架

幼稚園參觀體驗

參觀警察學院

參觀懲教署 參觀長洲消防局

明愛賣物會2014

「工讀計劃」讓學員探索職業
世界

透過英語戲劇，講英文
無難度

考張急救證書，
省靚 CV

「感恩母親節」SHOW學習
成果俾Daddy  Mammy

明愛時尚創意妝型
設計比賽2014 

明愛才藝大賽盡展才華

軍訓兩日，終於
passing out喇!

參觀寶血醫院
翁金驊先生為明愛籃球
隊」的總教練

學長們的成功故事，由你延續下去… 讀明愛毅進

明愛毅進精彩校園無限Fun   精彩活動，師生同樂

活動花絮

學長們的成功故事

譚博堯 

優秀學警銀笛獎得主 

導師不但教授有關紀律部隊

的基本知識，而且還有遴選

試備戰訓練，大大增強了我

的信心，讓我成功考 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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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Li Ka Shing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成立於1992年6月，是香港公開大學五所學院之一。本院一直

致力為社會提供靈活、高質素、多種學科、不同程度的終身學習機會，以滿足大眾

的需要。

學院是早期籌辦「毅進計劃」的召集人，自2000年首屆「毅進計劃」起已開始提供

毅進課程，累計就讀學員人數超過萬人，是毅進課程最大提供院校之一。

秉承着大學「有教無類」的理念，學院多年來不斷推出眾多嶄新獨特的課程，包括

航空服務、漫畫、電台主持、毅進紀律部隊實務等。

本院設有三個教學中心，分別位於葵興、荔景和九龍灣。每間教學中心設備完善，

並提供教學支援服務，包括網上學習系統等，以滿足學員多方面的需要。全新的葵

興教學中心位處於港鐵葵興站旁的九龍貿易中心2座8至11樓，交通十分便利。中心

空間充裕，除設備完善的課室、演講廳、電腦室、語言實驗室和學習資源中心外，

還設置設計工作室、多間模擬課室包括機艙、酒店房間、醫院病房及電台廣播控制

室，使學員的學習體驗更豐富。

ouhk.edu.hk

2015-16年選修群組

保安及紀律部隊 社會科學

1. 紀律部隊實務 18. 心理學

2. 警隊實務及入職訓練* 19. 社會服務及輔導技巧*

3. 消防實務及入職訓練* 商業及管理

4. 救護實務及入職訓練* 20. 廣告、公關及市場活動策劃*

5. 特種警衛及專業保安*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21. 圖書館及資料管理*

6. 旅遊及款待服務（航空）*#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7. 旅遊及款待服務（郵輪）* 22. 會計實務#

8. 旅遊及款待服務（主題公園）* 23. 金融投資#

9. 旅遊及款待服務（酒店及餐飲服務）* 美容、美髮、家政、個人護理

10. 咖啡調配及西式糕點製作*^ 24. 寵物護理及美容服務^

醫科及護理科 25. 時尚化妝與創意造型*^

11. 護理學 26. 營養及體重管理學*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人文科學及語言

12. 幼兒教育 27. 日語

13. 運動管理及體適能訓練* 28. 韓語及韓國流行文化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14. 漫畫及插圖藝術 29. 樹木檢查及護養

15. 室內設計 大眾傳媒、傳播及新聞

16. 時裝及形象設計 30. 電台主持及節目製作*

17. 流行音樂表演及創作*

註：	*		該選修群組尚在審核中
#		該選修群組的部分或全部選修科目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
^		部分選修科目學員須額外自費購買教學材料及用具：

•修讀「寵物護理及美容服務」選修群組的學員需要自行購買/準備美容實習用具

•修讀「咖啡調配及西式糕點製作」選修群組的學員須額外自費購買食材

•修讀「時尚化妝與創意造型」選修群組的學員須額外自費購買化妝用品及用具

學費
HK$36,200
（分兩期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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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護理毅進課程，
為將來投身寵物相關行業作最佳準備

外籍老師教授英語會話

參觀消防局

學生大使 野戰訓練 籃球比賽

歌唱比賽

警員招募講座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毅進文憑頒獎典禮

協助警方派發
防止罪案傳單

足球比賽 

軍事訓練營 

參觀啟德郵輪碼頭

參觀警署甜品工房  

2013-2014 
內地英語教學團 參觀消防訓練學校

29
活動花絮

本院的學員獲資助到江西省參加為期一週

的英語義教團，教學相長。

本院舉辦多項球類比賽以助

學員身心發展，更奪得兩屆

毅進盃籃球比賽冠軍。

本院為照顧學員的學習需要，特設數學、

英語增潤課程、英語會話班等。

學生大使及多個不同範疇的學會正式成立，

以豐富同學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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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School Of Contiuing Edu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旨為配合本港不同社群的多元化學習需求，提供高素質

的課程，體現終身教育的理想。本院開辦之毅進文憑課程為中六離校生，及有志進

修的人士，提供全人教育。課程學術與實用並重，選修科目切合學員需要，提高學

員就業及升學能力。除了完善的教學設備，學院更提供多元化教學方法、課外活動

及輔導服務，強化學員在語文、思考、溝通、人際關係各方面的能力，培育學員追

求個人成長，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

學員於大學環境中學習，在九龍塘浸會大學校園上課，享受部份大學設施。畢業生

可報讀浸大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

註：大學校園設施，如大學圖書館及其他康體設施，只供全日制學位課程學生使用。

2015-16年選修群組

保安及紀律部隊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1. 警務 15. Hotel	Studies*

2. 消防服務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3. 懲教事務 16. Business	Accounting*

4. 入境事務 17. 公務員實務	(稅務)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18. 銀行及金融

5. 運動教練學 商業及管理

6. Sports	Coaching* 19. 商業學

7. 教育支援服務 20. Business	Studies*

社會科學 21. 人力資源管理

8. 社會服務 22.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9. 推動社會企業 23. 市場營銷學

10. 公共行政實務 24. 市場營銷傳播

11. Applied	Psychology* 25. 零售管理scs

大眾傳媒、傳播及新聞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12. 傳媒學 26. 電腦學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27. 電子商貿與科技

13. 數碼圖像與設計

14. 創意珠寶設計及製作#

註：	本院保留開辦任何科目及更改上課地點及內容之權利

	 *		此選修群組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

	 scs	其中的科目「客戶服務及店舖管理」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為

《能力標準說明》科目。

	 #				當學院確認學員修讀此選修群組後，學員需繳交HK$350珠寶製作材料費

蔡展樂 現為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副學士一年級學生

獲頒「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補助金的優秀畢業生

「如果要我用一句說話去歸納這年在浸大毅進的生

活，那就是『乘興而來，滿載而歸』。」

葉浚汶 現為工商管理高級文憑課程學生

「有幸遇上志同道合的同學及熱心的教師，

良好的學習氣氛令我重拾讀書的動力。」

陳嘉志 現職消防隊目 

「報讀香港浸會大學毅進課程，是我一生中最值得

自豪的決定。」

hkbusce.hk/yijin
學費
HK$36,200
（分兩期繳交）

畢業生感想



為鼓勵同學努力學習，學院特設多個獎勵計劃，

包括學業成績獎、最佳選修成績獎及傑出義工等。

參觀香港電台電視部

參觀馬寶寶社區農場 參觀消防訓練學校

黑暗中對話酒店實習活動

數碼攝影與影像編輯活動

參觀 境事務學院

活動花絮

提供職業體驗活動，為同學在入職前有親身體驗

行業運作的機會。

為了令同學有更佳的機會接觸實際工作及社區發展，

各核心及選修科目均提供參觀、考察及實習活動。

職業體驗遊戲

32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老人服務及物資派發

升學講座

天才表演

元宵猜燈謎比賽 Sports Fun Day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院校亦為同學提供升學支援。每年均有升學講座，讓同學從

各方面了解浸大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33

復康力量傷健共融日

院校提供大量義務工作機會，讓同學能親身接觸不同階層，為社會

出一分力，作一點貢獻。同時亦安排各種類型的課外活動及比賽，

讓同學一展身手及才華。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電話：2613	0322/	2616	7279
電郵：life@LN.edu.hk	
網址：life.LN.edu.hk/yjd
facebook：www.facebook.com/LNyijin	

（嶺記毅進仔女的家）

地址：新界屯門嶺南大學新教學大樓2樓215A室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電話：3127	5800
電郵：sbi@vtc.edu.hk
網址：www.vtc.edu.hk/sbi
地址：葵涌校舍—新界葵涌興盛路81號（	葵芳港鐵站D出口）、

灣仔教學中心—香港灣仔活道27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摩理臣山分校（	灣仔港鐵站A3出口）、粉嶺教學中心—
新界粉嶺嘉福邨匯縱專業發展中心（IVDC）（	粉嶺港鐵站B

出口）、馬鞍山教學中心—新界沙田馬鞍山耀安邨匯縱專
業發展中心（IVDC）（	恆安港鐵站C出口）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電話：2926	1222
電郵：enquiry@hkct.edu.hk
網址：	http://www.hkct.edu.hk/
地址：何文田校舍—九龍何文田公主道14號

港專賽馬會馬鞍山校園—新界馬鞍山耀安邨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電話：2782	2433/	2120	4470
電郵：yijin@hkit.edu.hk	
網址：http://www.yijinhkit.edu.hk/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13號
教學中心地點：上環、長沙灣、觀塘、將軍澳、

荃灣、沙田、屯門、元朗、天水圍

明愛社區書院
電話：3568	8688	
電郵：ged@cice.edu.hk
網址：http://www.cice.edu.hk
教學中心地點：香港仔、北角、調景嶺、紅磡、

油麻地、九龍塘、沙田、粉嶺、

荃灣、屯門、元朗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3120	9988
電郵：lipace@ouhk.edu.hk
網址：http://www.ouhk.edu.hk/lipace/YJD
地址：葵興教學中心—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

8-11樓（	港鐵葵興站往中環方向月台E出口）荔景教學
中心—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荔景地鐵站A1出口對面）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電話：3411	4391/	3411	4376
電郵：yijin@hkbu.edu.hk
網址：hkbusce.hk/yijin
地址：九龍九龍塘聯合道320號建新中心2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