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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 家長 僱主 心聲

Hello

僱主分享
我聘請的毅進文憑畢業生，都是守時有禮、主動積極。我相信這除了是

學員的質素外，亦是毅進老師的功勞。我知道課程對學員的要求嚴格，

老師又樂於協助學員，令學員有一個清晰的發展方向。日後，若果有任

何合適的空缺，我會毫不猶豫聘請毅進文憑的畢業生！

回應

學員分享
由於學歷程度與工作有很大關係，為了令自己在就業時不處於被動狀態，所

以我決定報讀毅進課程以提升自己的學術水平。就讀過程中，幸得老師和同

學的幫助，令我順利跨越每個挑戰。由於功課所佔總分的百分比較高，會直

接影響最後的總分，因此無論是個人或小組功課，我都全力以赴，務求得到

最好的成績。完成毅進課程後，我選擇了繼續進修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因為

我的願望是成為一位合資格的幼稚園教師。

家長分享
很感恩小兒在修讀毅進文憑課程的這一年遇到一班好老師和好同學，讓他

能在這一年間愉快地完成學業。小兒常說老師教學認真，課堂上的講授非

常清晰、課後也不時與同學討論課業，而且小兒又常常參加學校舉行的課

外活動，我真的發現他在這一年有很大的轉變。他現在繼續升讀長者健康

及社區照顧高級文憑課程，希望將來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張樂愉
畢業生

利兆然家長

李綺瑩
Speech Care

(言喆言語治療及復康顧問)

#HEARTFELT



# 課程簡介

課程結構

共180
學時

1 個 
選修群組

5 個  
必修科目

共 420
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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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	明愛社區書院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中國語文 + 英國語文 +
數學 + 通識教育 + 人際傳意技巧

包含 3 個指定選修科目

#PROGRAMME INTRODUCTION



中國語文
•	 中文閱讀、寫作、聆聽和說話的訓練

•	 書面語和口語運用的溝通能力

•	 包含普通話訓練

英國語文
•	 學習日常生活及職場上的英語運用

•	 英文閱讀、寫作、聆聽和說話的訓練

•	 包含分組作業、課堂討論及合作活動等

數學
•	 提升數學素養及算解能力

•	 建構數學基礎概念、技能和知識

•	 包含統計學和財務數學，以掌握熟練的

算解能力	( 例如運用於個人理財及商業

經營上 )

通識教育
•	 擴闊知識基礎，學習多角度及批判性

思考，培養正面價值觀

•	 學習專題探究，鼓勵主動和自主學習

•	 建構自己對世界的觀念和思考架構

人際傳意技巧
•	 學習不同情境下的溝通技巧

•	 提升對個人和他人的溝通行為的認知

•	 包含課堂小組活動、專題習作及角色

扮演等

5 個必修科目

•	 課程強調主動和互動學習，除課堂面授外，個別選修科目亦會採用
實地考察及參觀等學習模式

•	 以粵語授課（英國語文科除外；部分選修科目會使用以英文編寫的
教材及以英文作評核）

有關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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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 出席率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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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模式

評核方法

# 聯校運動同樂日 # 聯校年宵市場計劃大賽 # 聯校歌唱比賽



為鼓勵學員完成課程，政府會向合資格的學員提供以下資助：

學費發還 查詢電話：2802 2345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查詢電話：2150 6223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查詢電話：2802 2345

上網費津貼計劃 查詢電話：2802 2345

學習開支定額津貼 查詢電話：2802 2345

•	 所有學員均須在五個必修科目及三個選修科目分別取得整體評核及格，並

在每個科目的出席率達最少80%，方符合畢業要求，成功修畢課程的學員

可獲頒毅進文憑

•	 毅進文憑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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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的選修群組／科目的學員可獲頒

相關的獨立資歷證書

#FINANCIAL ASSISTANCE

其他資助
獲選畢業生可獲頒「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補助金。

# 政府資助

# 資歷水平

有關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wfsfaa.gov.hk/sfo/



# 升學及就業前景

# 報名方法

1 個選修群組
( 包含 3 個指定選

修科目 )

1 個選修群組
(3 個指定選修科
目中包括延伸數

學選修科目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5 科
( 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

文和數學科 )
第 2 級成績的資歷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5 科
( 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

文科 )
第 2 級成績的資歷

相
當
於

相
當
於

升學：
可報讀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

就業：
可報考 30 多個以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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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學 :
可報讀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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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 :
可報考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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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個
必修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人際傳意技巧

有關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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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進文憑課程接受中六離校生或年滿21歲的人士報讀。

全日制課程
第一階段招生：
•	 由2018年12月6日起登入www.y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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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7月11日下午4時截止報名

•	 2019年7月12日起電郵／短訊通知取錄結果

•	 於指定日期前往取錄院校註冊
•	 2019年9月2日開課

第二階段招生：
•	 由2019年7月12日下午2時開始，院校會直接收生，有興趣報讀人士可直接向各院校申請。

兼讀制課程

2019/20學年毅進文憑兼讀制課程由院校自行收生，詳情請留意各院校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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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資歷已獲香港資歷架構認可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3071/L3

登記有效期：01/01/2016	至 31/08/2020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全面銜接

在眾多由科專毅進起步的成功例子中，2017/18年度有3名毅進畢
業生成功於經評審的本校英國學士學位課程以一級榮譽畢業，他
們更於畢業前獲得著名業內機構聘請。

資深導師
務實課程

•	 選修科目導師均為相關業界的資深從業員，教授實戰知識，
包括前消防訓練學校校長、前警司、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資深幕後人員、前飛機維修工程主管、文書公務員總
會幹事等。

•	 大型機構如TVB更會提供實習及就業機會；過去4年，逾100
名工程學科畢業生獲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HAECO)及中國
飛機服務有限公司 (CASL) 聘請；部分企業安排彈性上班時
間，讓同學升讀兼讀制副學士課程。

10 所教學中心 校舍設於長沙灣、觀塘、將軍澳、上環、荃灣、屯門、元朗、天
水圍、沙田及粉嶺，鄰近地鐵站。

課外活動 科專提供超過40項課外活動，包括駕駛執照課程、潛水、廚藝、
足球隊等，更會在開學前舉辦迎新營，讓師生建立更緊密聯繫。

院校特色

6761 0388www.yijinhkit.edu.hk

毅進 認可學士學位認可副學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科專)是一所非牟利專上學

府，提供專業及國際化教育逾20年，並設有十所

教學中心。科專自2007年起開辦毅進課程，提供

一條龍升學，毅進畢業生可於原校報讀副學士課

程，並銜接經評審的英國學士學位課程，更可選

擇到英國留學一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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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及紀律部隊 人文科學及語言

1. 警隊實務
2. 消防員 / 救護員實務
3. 海關實務
4. 入境事務
5. 懲教實務

20. 日語及日本文化 
21. 韓語及韓國文化

醫科及護理科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6. 護理學
7. 物理治療學
8. 中醫及中藥學
9. 基礎牙醫助理實務

22. 電腦系統及網絡保安 +

工程及科技 商業及管理

10. 基礎飛機維修工程 +

11. 機電工程 SCS +

12. 屋宇設備工程學 +

13. 電影及電視工程

23. 市場、公關及活動統籌
24. 會計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社會科學

14. 酒店及旅遊
15. 酒店款待及調酒
16. 基礎中西廚藝

25. 公務員文書職系架構實務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17. 幼兒教育
18. 學前兒童遊戲 (playgroup) 導師實務
19. 體育及運動管理

26. 商業及流行音樂創作

SCS 該選修群組/ 選修科目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為《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成功修畢該選修群組
/ 選修科目，可獲頒發相關的獨立資歷證書。

+ 該選修群組已包含延伸數學科目
如有需要，書院可更改選修群組開辦的教學中心地點
所有選修群組不另設任何教材收費

#2019 / 20 年選修群組



我從小就有到海外留學的夢想，就讀科專的毅進課程期

間，我了解到學校與海外大學有合辦銜接課程，於是報

讀。非常感謝學校給我機會，於就讀期間前往英國校園

交流，拓展視野。從徬徨無助，到夢想成真，我開展了

人生的新階段。

HKIT的毅進文憑課程選修群組貼近行業需要，讓同學

掌握實用的基礎知識，並運用在工作中；加上同學們態

度認真，願意學習，勇於接受挑戰，我們對他們的工作

表現感到滿意，期望校方能繼續為業界培養新血。

張同學
毅進文憑課程畢業生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

李國田先生
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

飛機維修營運總經理

# 學員分享

# 僱主分享

雖然公開試成績未如理想，但毅進文憑為我提供了升學

階梯，讓我可在科專一直原校升學，今年更獲得一級榮

譽學位。記得入學時我的英文水平較差，幸好科專的毅

進有外籍英文老師，讓我多練習聆聽和說話，使我的英

文程度進步不少。	

在朋友的建議下，我打算投身紀律部隊，所以選擇了

HKIT的懲教實務課程。我們的導師是一名前懲教主

任，常分享懲教署的歷史和以前的工作經驗，又會帶我

們參觀懲教設施，例如博物館和地區懲教所，讓我親身

了解懲教工作，慢慢建立了對懲教工作的興趣，最終成

功加入懲教署。

劉同學
毅進文憑(酒店及旅遊)畢業生

工商管理副學士課程畢業生

一級榮譽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

陳同學
毅進文憑(懲教實務)畢業生

現已入職懲教署

#SHARING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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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HKIT

#FUN

# 黃埔軍校訓練 •••

# 潛水訓練 •••

# 駕駛訓練 •••

# 日本交流 •••#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籃球比賽總冠軍 •••

# 聯校師生閃避球比賽冠軍 •••

# 毅進迎新營 •••

# 遊輪獎勵遊 •••



本課程資歷已獲香港資歷架構認可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3070/L3

登記有效期：01/01/2016	至 31/08/2020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專科專教 「保安及紀律部隊」選修範疇由曾任紀律部隊的高級人員執教，每
年均有不少畢業生成功入職各紀律部隊。於 2018/19 的「紀律部
隊首長親身分享系列」，邀得警務處、消防處、懲教署、海關及入
境處等前任及現任首長級人員，親身與學生分享寶貴經驗。

升學有保證 畢業後可優先報讀港專任何一個高級文憑課程，如體適能及運動
教練、幼兒教育、日韓及傳訊，以及設計媒體等；隨後更可銜接
相關的學位課程。

設備齊全 校舍設有健身室、籃球場、學生中心、語言中心及配合不同課程
需要的特別室，如餐飲訓練中心、模擬機艙和酒店、幼兒教學中
心、電競訓練室等。

多個上課地點
鄰近港鐵站

上課地點遍佈九龍及新界，鄰近多個港鐵站，包括元朗、馬鞍山、
長沙灣、佐敦、觀塘、旺角東，亦鄰近大型商場如 Yoho Mall、
apm、MOKO 等。

活動豐富 全年提供超過 100 項精彩學生活動，如交流團、遊艇駕駛訓練、
航拍訓練、迎新營、柔道班、義工服務、球類比賽、以及與外籍
導師（英／日／韓）閒談時段等。

院校特色

6300 4936www.hkct.edu.hk/dyj 　hkct.buddy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港專) 毅進文

憑課程的選修群組內容緊貼市場

趨勢及需要，熱門科目包括：紀

律部隊、運動教練、幼兒教育、

日韓文化等。每年，不少畢業生

繼續升讀港專的高級文憑課程，

及後再銜接相關學士學位課程；

亦有畢業生選擇就業，如從事政

府部門工作，包括消防、警隊、

海關、懲教及入境處，為市民服

務，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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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及紀律部隊 人文科學及語言

1. 紀律部隊
2. 警隊備考訓練
3. 消防備考訓練

19. 日本語言及流行文化
20. 韓國語言及流行文化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4. 航空服務
5. 酒店款待及項目管理
6. 咖啡及西式甜品店營運
7. 西式廚藝營運

21. 電競團隊訓練與發展
22. 跨平台遊戲及動畫製作
23. 智能手機程式與遊戲設計

醫科及護理科 商業及管理

8. 基礎牙科科學
9. 營養與體重管理 scs

10. 基礎醫療護理

24. 跨境電子商貿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11. 運動教練及管理
12. 幼兒教育

25. 會計及金融

社會科學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13. 社會服務
14. 現代心理學
15. 公務員實務 +

26. 建築設計及工程管理基礎 +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工程及科技

16. 廣告片及社交媒體創作 
17. 音樂創作及舞台表演技巧
18. 創意攝影 (商業及廣告)

27. 基礎樓宇電力及電子工程 +

scs 該選修群組 / 選修科目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為《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成功修畢該選修群組
/ 選修科目，可獲頒發相關的獨立資歷證書。

＋ 該選修群組已包含延伸數學科目

#2019 / 20 年選修群組



能夠認識親切的老師和同學，令我很快便投入新的校

園生活，亦變得熱情、樂於助人和關愛身邊朋友。我

和同學一起溫習韓文，還一起參加韓國交流團，在當

地民居留宿，體驗韓國人的生活，參觀各地名勝，十

分愉快。認識到他們，是我最開心最幸運的事。
梁懿伶

毅進文憑(韓國語言及

流行文化)畢業生

# 學員分享

在港專的一年，我學會的知識是成功投考警隊的關

鍵；我特別感謝老師悉心教導，加上學校設有健身

室，助我鍛鍊體能。畢業後我成功投考警隊，讓我達

成理想，並獲最佳學員獎。

我非常懷念在港專的時光，老師的悉心教導和栽培，

加上校園內完善的教學設備，令學習更具趣味性，例

如到模擬機艙上課，讓我們能應用所學，融會貫通。

我們亦有許多與業界交流的機會，如參觀民航處，令

我擴闊眼界。升學方面，港專提供多個高級文憑課

程，我可按個人意向及能力作出選擇，向夢想進發。

馮華浩
毅進文憑(紀律部隊)畢業生

成功投考警員並獲最佳學員獎

張紘嘉
毅進文憑(航空服務)畢業生 

航空及郵輪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

獲頒香港特區政府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獎學金

現於本地大學修讀學士學位課程

#SHARING



# 韓國交流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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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HKCT

#FUN

#Running Man 大賽 ••• # 西式廚藝工作坊 •••

# 球類比賽 •••

# 航拍訓練班 •••

# 健身訓練 •••

# 手作達人 •••

# 紀律部隊學生畢業 •••# 外籍導師 ( 英 / 日 / 韓 ) 茶聚 •••

# 日本交流團 •••

# 泰國清邁義工計劃 •••



本課程資歷已獲香港資歷架構認可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3069/L3

登記有效期：01/01/2016	至 31/08/2020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升學銜接

合資格學員可透過「優先入學計畫」優先報讀浸大持續教育學院
高級文憑及國際學院副學士

課程多元化 •	 選擇多元化，提供多個不同類別的選修群組
•	 課程貼近實際需要，內容達致學術與實用並重

專業團隊 優質教師團隊，資深業界人士作顧問或任教

活動豐富 每年舉辦近百項不同課內及課外活動，同學亦有機會親身參觀考
察，了解行業實際運作

院校特色

hkbusce.hk/yijin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於1975年成立，為浸會大學其中一所學院，提供不同學

科的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為發展迅速的社會培訓各方面的人材。除了開辦香港浸

會大學的深造、學士、副學士、高級文憑、文憑及證書課程外，學院亦與海外大學

合辦頒授非本地學歷的課程。

毅進 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 副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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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及紀律部隊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1. 警務
2. 消防服務
3. 懲教事務
4. 入境事務

13. Hotel Studies ^
14. 日韓流行文化旅遊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5. 運動教練學 15. 銀行及金融 +

社會科學 商業及管理

6. 社會服務
7. Applied Psychology ^

16. 商業學
17. 人力資源管理
18. 市場營銷學
19. 項目策劃及創意推廣
20. 網店行銷及營運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8. 數碼圖像與設計
9. 創意珠寶設計及製作 - 

10. 室內空間藝術與設計 
-

11. 微電影創作
12. 表演與故事創作

21. 電腦學 +

註：本院保留開辦任何科目及更改上課地點及內容之權利
^ 該選修群組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
＋ 該選修群組已包含延伸數學科目
 -  部份選修群組學員須自費購買部分教學材料及工具，請留意網頁公布。

#2019 / 20 年選修群組



#SHARING
# 學員分享

對已放下書包差不多有七年的我，重回校園的確很困難。我知道浸大

舉辦的毅進課程，口碑相當不俗，教學嚴謹，於是我辭去原本的工

作，重返校園，立志要取回相關學歷，然後投考紀律部隊，實現自己

的理想。

當然，實現理想的過程不會是一帆風順，幸好，這裡的老師不單非常

有耐性和清晰地指導我，更主動提出每星期在課餘時間替我補習。遇

有問題，這裡的老師非常樂意幫助我們，當我們是朋友，分享他們的

人生經驗，鼓勵我們積極面對人生及未來各種各樣的挑戰，並啓導我

們去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原以為自己對理想的追求會因公開試而停下來，但毅進文憑為我開闢

了另外一條繼續追夢的途徑。

老師對學生十分關心，絕不介意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來為學生解決疑

難。而學院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除了令我們的學習生活更豐富

外，在籌劃和參與的過程中，我們更可以獲得不同的經驗，例如我曾

協助籌辦運動同樂日並擔任裁判、在凌晨時份為馬拉松賽事作賽前準

備等。這些工作看似辛苦，吃力又不討好，但我獲益也著實不少，令

我實際了解到舉辦運動賽事的流程和所面對的困難。

今天我已經如願以償，入讀運動相關的高級文憑課程，向自己理想邁

進的同時，亦希望各同學能在毅進中找到自己的夢想。

鄭志東
毅進文憑(警務)畢業生

已加入警隊

馮穎琪
毅進文憑(運動教練學)畢業生

現就讀康樂及休閒事務管理

高級文憑課程

陳嘉志

現為消防隊目		

孫明德

現為警員

獲頒「柏立基爵士信託

基金」補助金

陳靄琪

浸會大學傳理系副學士及

通識及文化研究學士畢業生

獲頒「柏立基爵士信託

基金」補助金

蔡展樂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副學士畢業生

現就讀社會工作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獲頒「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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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實用，課程

氣氛良好，老師很

有經驗，大大增強

我對投考紀律部隊

的信心。」

「課程內容實用，不

論升學或就業都很有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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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影樓拍攝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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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HKBUSCE

#FUN

# 參觀消防潛水基地 •••

# 聯校運動同樂日 •••

# 戶外拍攝活動 •••

# 思囚之路 ( 鐵窗生涯體驗 ) •••

# 西式烹調工作坊 •••

# 義工活動 •••

#升學講座 •••

# 參觀警犬隊行動基地 •••

# 毅進迎新營 •••



本課程資歷已獲香港資歷架構認可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3074/L3

登記有效期：01/01/2016	至 31/08/2020

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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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校合作 部分選修群組與行業合作，如：

航空地勤（物流）服務選修群組與地勤服務公司合作：
•	 選修群組教材根據業界培訓手冊編寫
•	 應用業界航空及貨運物流系統軟件
•	 在航空公司停機坪實習

升學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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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場等多元化康體活動設施

教學中心

院校特色

9457 0744www.vtc.edu.hk/sbi

SBI THEi/ 本地大學IVE/HKDI

工商資訊學院(SBI)是VTC成員院校之一，

所設立的多元化毅進文憑課程均由SBI及

其他VTC院校成員(IVE, Pro-Act, IVDC)

開辦及教授，為青年人提供優質的專上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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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及紀律部隊 理科

1. 紀律部隊 10.  食物及營養學
11.  個人護理及美容產品學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醫科及護理科

2.  幼兒教育
3.  運動管理及體適能訓練

12.  醫療護理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4.  航空地勤（物流）服務
5.  酒店管理及旅遊學
6.  西式廚藝

13.  室內設計
14.  時裝及形象設計

社會科學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7.  社會服務學 15. 多媒體遊戲設計
16. 電腦及大數據

綜合教育 工程及科技

8.  公務員 ( 文職 ) ＋ 17.  電單車及汽車科技 scs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9.  園藝管理 ( 樹藝 )

1. 所有選修課程全部由 VTC 院校開辦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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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會依學員選擇次序派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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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選修群組學員須自費購買部分教學材料及工具，請留意網頁公布。
scs 該選修群組／選修科目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審批，為《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成功修畢該選修

群組／選修科目的學員可獲頒發相關的獨立資歷證書。
＋ 該選修群組已包含延伸數學科目

#2019 / 20 年選修群組



修讀SBI毅進文憑課程，除了學到專業的酒店業知識

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多元學習模式令我重拾學習興

趣。在導師們悉心教導及指引下，我順利銜接到IVE

的國際酒店款接高級文憑課程，現在更已取得大學

學位。
顏嘉詠

毅進文憑(酒店管理及旅遊學)
畢業生

海外大學酒店營運管理榮譽理學士

# 學員分享

毅進文憑紀律部隊選修群組讓我認識到不同紀律部隊

的使命及工作，讓我確立未來事業發展的目標。SBI的

相關培訓，更有助我在入職面試及體能測試有出色的

表現，讓我成功投身救護行列，開展理想事業。

在考試失利的時候，我從SBI提供的毅進課程中找

到了繼續升學的機會，並在導師的專業教導和熱心

幫助下，由毅進文憑、高級文憑、學士學位一直拾

級而上。慶幸當年我選擇了SBI的毅進文憑課程，並

得到了導師們的鼓勵，現在我已大學畢業並成功就

業。

卓玟熹
毅進文憑(紀律部隊)畢業生

現任消防處救護員

許高健
毅進文憑(紀律部隊)畢業生

海外大學資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畢業生

現於Lexco公司任職系統管理員

#SHARING

#VTC-S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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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VTC-SBI

#FUN
#Aloha 夏日迎新大冒險 •••

# 逃出密室 •••

# 日韓聖誕之夜 •••

# 紀律部隊課程 VR 模擬訓練 •••

# 反賭塗鴉宣傳橫額設計比賽公開組
冠亞季軍

•••

#SBI 畢業生在各紀律部隊畢業 •••

#「你想」校服大改造 2018 比賽冠軍 •••

#VTC 運動會 •••



本課程資歷已獲香港資歷架構認可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3068/L3

登記有效期：01/01/2016	至 31/08/2020

明愛社區書院

明愛直通銜接

導師關愛施教 以愛心塑造開心大家庭，為學員提供個別輔導及補課，從而解決
學習和成長上遇到的問題

擴闊國際視野 舉辦海外及內地交流或義工服務團，地點如柬埔寨金邊、韓國首
爾、中國西安、澳洲黃金海岸

全港分校網絡

專業合作團隊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明愛專上學院、香港明愛連線Teen地、
香港警察招募組－志警成計劃、香港建造學院、
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青年會專業書院、香港童軍總會航空訓練中心、美心集團、
Life Fitness、港九電船拖輪商會、環球電競

院校特色

6400 8511http://www.cice.edu.hk/yj

高級文憑/副學士
CICE/CBCC/CIHE

學士學位
CIHE

毅進文憑
CICE

　明愛毅進

明愛社區書院 (CICE) 是一所具備規模的教育機構，致力向學生及在職成年人士提供

多元的學術、職業導向和專業發展課程，以終身學習為本，每年報讀學員人數接近

30,000人次。CICE為香港明愛屬下機構，秉承天主教的教育理念和價值觀，特別為

弱勢的學生社群致力提供優質課程，關愛施教，以切合他們的學習需求。

天后 調景嶺 翠屏 油麻地 紅磡 沙田 粉嶺 荃灣 元朗 屯門
炮台山 調景嶺 觀塘 油麻地 黃埔 大圍 粉嶺 荃灣西 朗屏 兆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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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及紀律部隊 美容、美髮、家政、個人護理

1. 紀律部隊實務
2. 警隊實務
3. 消防實務
4. 救護實務
5. 懲教實務

18. 專業化妝、髮型及美甲設計 SCS 
-

19. 美容、化妝及形象設計 
-

20. 美容、纖體及新娘造型 SCS 
-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範疇

6. 幼兒教育實務
7.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SCS

21. 數碼電子科技(電子競技) +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8. 酒店運作及管理 
-

9. 西式食品製作 
-

10. 咖啡及甜品店經營 
-

22. 創新科技應用(航拍及3D打印) -

23. 設計學(時裝、平面及室內) -

醫科及護理科 運輸及物流

11. 動物護理 ^ SCS +

12. 護理學 + 
-

13. 藥劑服務 + 
-

14. 復康護理實務 + 
-

24. 航空學基礎 ^ +  
-

25. 香港航運業實務 + 
-

社會科學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15. 社會服務
16. 公務員(文職)實務 +

26. 建造業人才訓練 +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17. 商業會計及管理

註：本書院保留開辦任選修群組及更改上課地點之權利。
^ 個別選修科目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的科目
+ 該選修群組已包含延伸數學科目
SCS 該選修群組／選修科目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為《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成功修畢該選修群

組／選修科目，可獲頒發相關的獨立資歷證書。
- 部分選修群組學員須自費購買部分教學材料及工具，請留意網頁公布。

#2019 / 20 年選修群組



明愛導師們的悉心教導讓我明白不去耕耘，不去播

種，再肥的沃土也長不出莊稼，不去奮鬥，不去創

造，再美的青春也結不出果實。所以我敢於挑戰，

進取地奏響人生壯美的樂曲。留勁欽
毅進文憑(紀律部隊實務)畢業生

現為海關關員

# 學員分享

明愛的老師不但給予我不同的學習機會，還就我的

前途去向提供很多意見和鼓勵，他們是我心目中的

良師。

雖然在學習過程當中會碰上挫折，幸好明愛的老師

時刻對我作出鼓勵，讓我明白從錯誤中學習的道

理，令我重拾信心。

陳秀雯
毅進文憑(社會服務)畢業生

現就讀明愛專上學院社會工作
高級文憑課程

張玲玲
毅進文憑(護理學)畢業生
明愛社區書院幼兒教育
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

現為幼兒園老師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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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CICE

# 秋季旅行 •••

# 柬埔寨服務體驗團 •••

# 澳洲英語遊學團 •••

#Caritas-Got-Talent 才藝大賽 •••

# 潛水體驗 •••

# 英文海外沉浸課程 ( 澳洲－黃金
海岸 )

•••

# 班際籃球比賽 •••

# 韓國首爾經濟文化交流團 •••

#一帶一路經濟文化交流團(西安) •••

# 急救訓練課程 •••

# 一級及二級山藝課程 •••

#FUN



本課程資歷已獲香港資歷架構認可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3072/L3

登記有效期：01/01/2016	至 31/08/2020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全面銜接
 * 毅進文憑畢業生可報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副學士或高級文憑

課程

無數成功例子 毅進文憑的資歷獲政府接納為符合超過30個公務員職位的學歷要
求，包括紀律部隊

嶺大校園上課 大部分學員可於嶺南大學上課，另設太子教學中心，鄰近港鐵站

多元化
學生活動

海外服務學習團、球類比賽、歌唱比賽、領袖訓練、歷奇訓練
等，令同學有多采多姿的一年

*	須符合畢業要求

院校特色

life.LN.edu.hk/dyj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LIFE) 成立於200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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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提

供一系列課程，涵蓋副學士、高級文憑、文憑、毅進文憑、持續進修課程、銜接學

士學位、深造文憑課程及企業培訓，協助終身學習及工作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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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及紀律部隊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1. 紀律部隊訓練 8. 運動及體適能培訓
9. 幼兒教育

商業及管理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2. 公務員文職
3. 市場學及工商管理

10. 酒店服務
11. 航空服務業

社會科學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4. 活用心理學 12. 多媒體廣告設計

人文科學及語言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5. 翻譯初階
6. 日文及日本文化
7. 韓文及韓國潮流文化

13. 會計學

	

#2019 / 20 年選修群組



我開設健身中心以來，已經聘用了超過10位毅進文

憑畢業生。我比較喜歡僱用毅進畢業生，因為他們

在毅進已經學到不少實用知識與技能，而且中、英

文及應用資訊科技軟件的能力都有一定水準，還有

不錯的溝通技巧。相信他們只要繼續進修，增值自

己，事業上定必有更好的發展！

Mr. Sammy Tam
精英雲集健身中心董事

# 學員分享

我是一位新移民，為了完成學業，有更好的就業前

景，報讀了嶺南毅進文憑課程(幼兒教育)。經過一

年的學習，我獲益良多，亦深切感受到老師的熱情

及同學的關愛，感謝他們讓我克服了初次在香港上

學的擔心和害怕。

我的孩子報讀了嶺南的毅進課程，一年裡，孩子經

常和我分享她在學校的學習生活與所得。非常感謝

學院的老師對我家孩子的照顧。我的孩子在完成了

毅進課程後，順利升讀了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我對孩子的發展前景非常樂觀。

胡遲蕊
毅進文憑(幼兒教育)畢業生

現就讀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王女士
胡遲蕊家長

#SHARING# 僱主分享

# 家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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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SHARING

#LIFE

#FUN

# 迎新營 •••

# 急救證書訓練班 •••

# 四川服務交流團 •••

# 校內歌唱比賽 •••

# 夏威夷小吉他興趣班 •••

# 柔道興趣班 •••

# 聯校籃球比賽捧盃 •••

# 水警學長計劃 •••

# 山藝證書班 •••

# 外展訓練計劃 •••



本課程資歷已獲香港資歷架構認可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3073/L3

登記有效期：01/01/2016	至 31/08/2020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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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就讀學員人數逾萬人。

秉承著大學「有教無類」的理念，學院多年來不斷推出眾多嶄新獨特的選修群租，
包括旅遊及款待服務 (航空)、漫畫及插圖藝術、流行音樂表演及創作、紀律部隊實務
等。本院設有4個主要教學中心，分別位於葵興、荔景、佐敦和九龍灣。

每個教學中心設備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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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位於港鐵葵興站旁的葵興教學中心，空間充裕，設有設計工作室、
機艙、酒店房間、醫院病房及電台廣播控制室等模擬課室，使學員的學習體驗更豐
富。

院校特色

www.ouhk.edu.hk/lipace/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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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HK LiPACE 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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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及紀律部隊 工程及科技

1. 警隊實務及入職訓練
2. 消防實務及入職訓練
3. 救護實務及入職訓練
4. 紀律部隊實務及入職訓練

15. 基礎工程學 +

酒店、旅遊及款待服務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及創意媒體

5. 旅遊及款待服務 (航空)
6. 旅遊及款待服務 (酒店及餐飲)
7. 旅遊及款待服務 (主題公園)
8. 咖啡調配及西式糕點製作 -

16. 漫畫及插圖藝術
17. 時裝及形象設計
18. 流行音樂表演及創作
19. 室內設計

醫科及護理科 社會科學

9. 護理學 + 20. 心理學與輔導學

教育、師資訓練及運動科學 商業及管理

10. 幼兒教育
11. 康體管理及運動教練學

21. 婚禮統籌及活動管理
22. 廣告、公關及市場活動策劃

人文科學及語言  經濟、會計、財務及投資

12. 日語 23. 會計實務
24. 金融投資 scs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美容、美髮、家政、個人護理

13. 基礎測量學 +

14. 建築學
25. 寵物護理及美容服務
26. 時尚化妝與造型 scs

SCS 該選修群組 / 選修科目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為《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成功修畢該選修群組
/ 選修科目，可獲頒發相關的獨立資歷證書。

- 部選修群組學員須自費購買部分教學材料及工具，請留意網頁公布。
＋ 該選修群組已包含延伸數學科目

#2019 / 20 年選修群組



中學時期，我並不是一個好學生，當年會考考獲零

分。在太太支持下，我毅然以30歲之齡修讀毅進文憑

（警隊實務及入職訓練）課程。積極鍛練下，我的體

能測驗在班上名列前茅。畢業後，我獲到的不只是毅

進文憑的資歷，而是整個人生觀的改變，令我目標更

清晰。

黃顯達
毅進文憑(警隊實務及入職訓練)

畢業生

# 學員分享

我一直對幼稚園老師這個行業很感興趣。在中學文憑

試失手後，我報讀了LiPACE的毅進文憑	 (幼兒教育)	

課程。我除了了解到香港幼兒教育概況，更了解自己

是否適合從事這個行業。畢業後，我原校升讀了幼兒

教育高級文憑課程和幼兒教育榮譽學士，繼續向我的

夢想進發。另外，我認識了不少對教學很有熱誠的老

師和有共同目標的同學，真的是獲益良多。

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我選擇了修讀毅進文憑課程。

在這一年的課程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一班亦師亦友

的老師，他們不僅教授我們課程內的知識，還引導我

們如何計劃將來，以達成我們的理想。

張頌珩
毅進文憑(幼兒教育)畢業生

Miki Hayley
毅進文憑(護理學)畢業生

#SHARING

#Li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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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LiPACE

#FUN

# 紀律部隊課程體能訓練 •••

#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急救訓練課程 •••

# 籃球比賽 •••

#「澳門歷史城區」  文化之旅 1 天遊 •••

# 足球比賽 •••

# 聯校歌唱比賽 •••

# 新加坡交流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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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ouhk.edu.hk/lipace/YJ

上課地區：葵興、荔景、佐敦及九龍灣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電話：2265	6987	/	2926	1222　Whatsapp：6300	4936

電郵：dyj@hkct.edu.hk

網址：www.hkct.edu.hk/dyj

上課地區：馬鞍山、何文田、長沙灣

	 佐敦、觀塘及元朗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電話：3411	4391

電郵：yijin@hkbu.edu.hk

網址：hkbusce.hk/yijin

上課地區：九龍塘、尖沙咀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電話：2616	7280	/	2616	7288

電郵：yijin@LN.edu.hk

網址：life.LN.edu.hk/dyj

上課地區：屯門、太子

@yijin_edu

明愛社區書院
電話：3568	8688　Whatsapp：6400	8511

電郵：dge@cice.edu.hk

網址：http://www.cice.edu.hk/yj

上課地區：天后、調景嶺、翠屏、紅磡、油麻地

	 沙田、粉嶺、荃灣、屯門及元朗

Facebook：明愛毅進

Your Future • Your Choice
你想就是理想

　 毅進文憑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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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地區：葵涌、長沙灣、灣仔、馬鞍山、粉嶺及油麻地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電話：2782	2433	/	2120	4470　Whatsapp：6761	0388

電郵：dyj@hkit.edu.hk

網址：http://www.yijinhkit.edu.hk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213 號

上課地區：長沙灣、荃灣、天水圍、元朗、屯門

	 粉嶺、沙田、觀塘、上環及將軍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