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進文憑課程號外]2012 年 6 月 19 日更新版

毅進文憑課程號外（2012 新學制六月號）更新版
特別聲明：本號外之版權為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所擁有。本會歡迎升學及事業輔導老師將本號外資料用於教育用途，但必須註明資料
來源，敬請尊重知識產權。

索引（排名不分先後）：
1.

Caritas Commun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

CCHE

2.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S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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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CT

4.

Hong K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HK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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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6.

Li KaShing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K

LiPACE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7.

1.

V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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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簡述「新毅進文憑」入學要求及修讀年期。
「毅進文憑」主要為中六離校生，以及年滿 21 歲的成年學員，提供另一學習途徑，以取得就業及持續進修所需
的正規資歷。「毅進文憑」歡迎完成中六課程，但未能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取得五科第二級成績的人士報讀。而
年滿 21 歲，有志繼續進修的成年學員，則不論其學歷程度，均可報讀。
學員可修讀為期一年的全日制或為期兩年的兼讀制課程。
全日制學員須於同一院校完成所有單元，才會獲發畢業證書。兼讀制學員則可報讀不同院校所提供之單元，並會
於修畢每個單元後獲發成績單。若學員在同一院校修畢超過 300 學時或 50%課程的毅進文憑課程單元，在完成
整個課程後可獲該院校授予畢業證書。兩種畢業文憑也同時由院校及高等自資教育聯盟(FSTE)共同頒發。
學員如於個別單元未能取得及格的成績，可於稍後以兼讀制形式補修該單元，以取得毅進文憑。惟全日制學員必
須於首次入讀課程起計三年內完成所有單元，而兼讀制學員則必須於首次入讀課程起計五年內完成所有單元，否
則不會獲發毅進文憑。

2.

相關課程之附加入學要求。
「毅進文憑」不設附加入學要求，所有符合第 1 項所列資格的人士，均可報讀。

3.

「新毅進文憑」之整體學額供應如何？
根據教育局預計，2012/13 學年「毅進文憑」將能提供約 15,000 個學額。而各課程提供機構之個別學額供應，
請參考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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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往年「毅進計劃」的經驗，哪些選修科最多人申請？新課程有什麽特色選修科供同學選擇？

CCHE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擁有十二年開辦毅進計劃的經驗，學員可按自己的興趣選讀適合的範疇。較多學員修
讀的課程計有：紀律部隊、美容、新娘花裝、設計、護理、餐飲及款待服務、會計、商業及資訊科技等範疇。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提供不同範圍的選修單元，毅進文憑課程學術性與實用性並重，兼顧學員升學與就業
的需要。學員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性向，選擇合適的課程。如紀律部隊實務、美容、設計及創意媒體藝術、
護理、汽車科技、餐飲及款待服務、會計、物業管理、社區服務、商業及資訊科技等範疇。我們提供了完善的
進修階梯，畢業的學員可以逐步進修，從毅進文憑課程到大專高級文憑、副學士及學士學位課程。過去每年平
均有六成毅進同學能順利畢業，未能畢業者本校也設有補考及重讀機制，以助同學最終順利畢業。

SCE

最多人申請的選修科為警務、消防服務、懲教事務及入境事務，佔學員總人數大約五十個百分比。新課程除保
留四個受歡迎的紀律部隊選修科之外，本院亦新增設了五個以英文作教材及評核之選修科，包括 Applied
Psychology, Hotel Studies, Business Accounting,Business Studie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另外，
市場營銷學、市場營銷傳播、傳媒學、社會服務、數碼圖像與設計、體育舞蹈(拉丁舞)及運動教練學選修科均與
本院副學士課程之專修範圍相關，為升讀副學士作準備。學員亦可透過報讀零售管理、公共服務選修科於相關
行業中作進一步的發展。過去每年平均有五成毅進同學能順利畢業，其中三成會升讀浸大國際學院的副學士課
程，未能畢業者本校也設有補考機制，以助同學最終順利畢業。

HKCT

根據往年，最多同學申請的選修科包括：紀律部隊、基礎醫療護理、公務員實務。今年特別為毅進文憑課程設
計不同的選修科包括：運動訓練及教練、廣告及市場營銷、韓國語言及流行文化、智能手機程式設計等。所有
選修科都可升讀相關高級文憑課程。過去每年平均有七成毅進同學能順利畢業，未能畢業者本校也設有重讀或
兼讀機制，以助同學最終順利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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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T

本院開辦 6 大範疇的學科，21 張文憑，過往最受歡迎、最多同學選修的選修科有紀律部隊、音樂、護理、航空
服務和電腦網絡。
新的「毅進文憑」課程比毅進計劃更多元化，課程設計和範疇劃分更全面。在毅進文憑課程下，有來自 6 大範
疇(紀律部隊、電腦及應用科學、演藝及創意藝術、護理、運動及社會科學和旅遊及商業)的 21 個選修科供同學
選讀。
紀律部隊主要為準備投身紀律部隊工作的同學而設。課程設計針對不同紀律部隊的實際工作，又有專門教導同
學入職紀律部隊的要求和準備。我們也有同學在完成毅進課程後投身警隊工作。除以往很受歡迎的警隊實務課
程，成功投考紀律部隊工作的比率亦很高，今年還加消防員/救護員實務、懲教實務及公務員文職架構實務。
電腦及應用科學為對電腦或應用科學有興趣的同學而設。課程包括與電腦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多媒體設計和電腦
程式設計及網絡保安。亦有汽車應用實務及屋宇設備工程學給對應用科學有興趣的同學修讀。
演藝及創意藝術為對演藝及創意藝術工作有興趣的同學而設。課程包括演藝製作、流行音樂創作和視覺藝術設
計。這些課程尤其適合對流行文化特別有興趣的同學修讀。
護理範疇所提供的科目適合對醫護工作特別有興趣的同學修讀，這範疇提供護理學和物理治療學兩個選修科。
運動及社會科學內的課程主要應用社會科學知識瞭解體育、心理和日韓文化。體育及運動管理是應用文化知識
理解體育活動管理；心理學是應用社會科學知識理解人際溝通和保持身心健康的方法；日韓文化是運用日韓流
行文化知識瞭解現今日本和韓國的社會狀況。
旅遊及商業提供與工商行業有關的專門訓練，課程包括與行業工作有密切關係的航空服務管理、酒店及旅遊、
酒店款待及調酒和市場學及活動統籌，亦有與商業工作有關的會計。
過去每年平均接近八成毅進同學能順利畢業，可以升讀本校開設的文、理、商科副學士課程。

LIFE

根據以往「毅進計劃」的經驗，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的毅進課程中，公務專業、旅遊服務、商業運作、社會
科學、語言文化等範疇的相關科目，均最多人申請。其中最受歡迎的科目包括: 紀律部隊訓練、公務員文職、旅
遊、酒店、心理學、會計學、社會服務、廣告設計、翻譯等
嶺南毅進在計劃新課程時，首先以幫助學生順利升學及就業為目標，除保留並增潤以往極受歡迎及有特色的科
目，另外也加入新的特色選修科，讓學生有更多元的選擇，包括：


政府及企業運作文憑：讓學生孰悉政府及一般企業運作，並以「延伸數學」為其中一個選修單元，學員成
功取得全科合格，即相當於中學文憑 5 科第 2 級資格，包括中、英、數。



幼兒教育文憑：為學生在幼兒教育上打下基礎，做進一步進修的準備。



犯罪心理學入門文憑：包括基礎心理學到犯罪、刑偵心理學的入門。



新聞與傳播文憑：有志投身大眾傳播行業的理想平台。



漢語及文化傳意文憑：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也為學生提供進一步提升漢語水平的平台。



日文及日本文化文憑：特別適合希望對日本文化有更深認識的學生。



市場營銷與消費心理學文憑：讓學生掌握營銷技巧與消費者的心理，是投身商界或市場推廣行業的基礎平
台。



大中華商貿文憑：讓學生無論在中華文化及商貿及有關普通話的溝通技巧，有更深認識。

以上所有科目均可銜接相關的專上課程，為學生提供理想的升學平台。
過去每年平均接近七成毅進同學能順利畢業，當中亦有七成升讀專上課程，另外一成就業或考取公務員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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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ACE

以往較多同學申請的選修科分別是紀律部隊實務、旅遊及酒店實務、幼兒教育(完成課程後可當幼師)、心理學、
設計及日語等。新課程亦包括以往這些較多同學申請的學科，另外還有別具特色的電台廣播主持技巧、護理學、
日語、漫畫、室內設計及時裝設計等等。新課程除了教授基本的概念及理論外，還培養學員在態度、知識及技
術上等各方面的準備和狀態，藉此提升學員的學術水平與資歷，為有志投入該行業的學員作最佳的培訓和準備。
過去每年平均接近六成毅進同學能順利畢業，未能畢業者可在本校或其他院校完成餘下的課程。

VTC

根據往年經驗，屬商科、設計及酒店管理及旅遊業範疇的科目較受同學歡迎。
於 2012 至 13 學年，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毅進文憑」將開辦紀律部隊、商業資訊分析(要修讀延伸數學)、
時裝設計與造型及形象化妝學等新課程，為學員將來升學銜接及就業提供更多選擇及更佳準備。
過去每年平均接近七成毅進同學能順利畢業，餘下三成同學會重讀。畢業生中八成會修讀本校高級文憑課程，
餘下者八成五會就業。
至於本校毅進文憑課程、中專文憑課程及基礎文憑課程的特色及分別請上本校網頁查詢。

5.

學生學習概覽及校長推薦書之重要性。
「毅進文憑」將以抽籤方式分配學額，申請人只要符合一般入學要求，均有同等機會獲得取錄，因此課程提供
院校將不會參考申請人的學生學習概覽及校長推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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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與提供「新毅進文憑」課程的院校預計學額如何？

CCHE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將提供足夠的學額供申請人報讀。

SCE

約為 1,000 個學額。

HKCT

為學員能有足夠的支援，本校今年預計提供 1,500 毅進文憑課程學額。

HKIT

除了原有的香港西半山及長沙灣校舍，科專將會在今年加入觀塘、天水圍和荃灣的新教學中心。預計可應付 1,000
至 1,500 名全日制毅進學生。

LIFE

根據政府公布，全港新毅進總學額約為 15,000 個，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積極回應社會需求，並確保有志報讀
新「毅進文憑」的學生均可獲得就讀機會，在預計學額時，我們將全力配合政府及實際需求。

LiPACE

本院自 2000 年已開始籌辦首屆「毅進計劃」
，累計報讀人數過萬，成為提供毅進課程的最大院校之一。在
2012/2013 學年，本院預計可提供學額約 3,000 個。

VTC

於 2012 至 13 學年，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預計學額為 1,000 名。

7.

學生報讀「毅進文憑」應注意哪些事項？
2012/13 學年「毅進文憑」全日制課程將分兩階段招生。
第一階段：有意報讀人士可於 2012 年 6 月 1 日起，透過毅進文憑申請網站(http://www.yjd.edu.hk)瀏覽課程資
料及辦理報名手續。申請人必須於 2012 年 7 月 26 日下午 4 時正前完成辦理報名手續及交妥報名費。(在截止
日期前同學可以無限次更改選擇，選擇課程時不可少於 4 個，亦不可多於 8 個。)全日制課程的所有學額，將以
電腦隨機抽籤的方式分配，並非先到先得。
第二階段：由 2012 年 7 月 30 日開始，個別院校將自行收生，有興趣報讀人士可親臨有關院校申請。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將於 2012 年 7 月 24 及 25 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毅進文憑資訊日」，同學可在資訊
日了解課程資料，然後透過上述網站報名。如同學在使用該網上申請系統時有困難，亦可在資訊日現場透過工
作人員的協助使用該網上申請系統報名。有意報讀人士應先細閱申請程序及瀏覽課程資料。開始申請程序前，
申請人應齊備以下文件：(a) 香港身份證； (b)學歷文件(成績單/證書)；(c)住址證明；及 (d)課程選擇編號(刊
載於課程資料)。
在網上遞交申請後，申請人必須繳妥報名費港幣 200 元正(可在網頁相關位置下載並以鐳射打印機打印繳費通知
書 PDF 格式)，申請程序方始完成。申請人可透過「繳費靈」(編號 6112)或於全港 960 間 7-11 便利店以現金繳
交報名費。無論取錄與否，報名費恕不退還。

8.

有否需要申請人或就讀中學提供附加資料？
「毅進文憑」將以抽籤方式分配學額，申請人只要符合一般入學要求，均有同等機會獲得取錄。因此申請人或就
讀中學並不須提供附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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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否容許學生自由轉讀選修科？如會，申請手續如何？應何時申請？會否收取額外費用或罰款？

CCHE

一經註冊，學員不得轉班或轉讓學位。

SCE

不會。

HKCT

如學員須申請轉讀選修科，可於開學前向本校課程行政同事申請，無須繳交手續費。

HKIT

全日制的學生在開學前須要選定修讀的科目，同學在開學前可以轉讀主修，不用收取額外費用。開學後學生不
得在學習中途轉換選修科目。

LIFE

須申請轉讀選修科的同學，如在開學前填妥申請表，無需繳交行政費；然而在開學後，則須繳交港幣$300 行政
費(每次計)，相關申請須待學院審批及通知結果。

LiPACE

學生可以申請轉讀選修科，但必須在開課後 14 日內以書面提出申請，並列明申請理由及提供證明文件，本院
將視乎個別選修科之學額等以考慮其申請。此申請不涉及申請費或罰款。

VTC

學院為顧及學員進度，通常並不鼓勵學員於開課後轉選修科。

10.

報名費用繳交期限。
第一階段報讀人士必須於 2012 年 7 月 26 日下午 4 時正前完成辦理報名手續及交妥報名費。
第二階段之申請，則以個別院校規定為準，詳情可各有關院校查詢。

11.

全年學費需多少？分多少期繳交？何時交第一期？有否退費措施安排？條件是甚麼？

CCHE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 2012-13 年度學費為港幣$30,000，分兩期繳交。第一期學費須根據取錄通知書上所定
的限期內繳付，逾期繳交學費者當自動放棄學額，學額將由其他申請人補上。
所繳之學費將不獲退還。然而，院校校長有權豁免此條款，惟此乃個別例子，並只限在極為特殊情況下才執行。
學員如欲退學，必須盡早(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開課日期前 14 天)以書面列明理由，向院校校長提出申請。退學
要求如獲接納，學員只可取回九成（90%）學費，其餘一成（10%）已繳學費，將被扣除作為行政費用。
開課後才申請退學、在學期中途退學或被取消學籍，已繳交之學費，概不退還。部份單元學員須自費購買部份
教學材料。

SCE

全年學費為港幣 32,000 元正，分兩期繳交。第一期須於註冊前繳交。本院暫時並沒有退費措施安排。

HKCT

全日制毅進文憑課程全年學費為港幣 30,000，分兩期繳交。第一期學費於八月份繳交。學員如欲退學，須最遲
於課程開始前兩星期以書面列明理由，向本學校校長申請。如要求被接納，本學院將扣除已繳交的第一期學費
學費之 10% (即港幣 1,500 元) 作為行政費用，餘下的 90%學費將於兩個月內以支票形式退還。否則，所繳學費
將不獲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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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T

全年學費為港幣三萬元。在第一學期開課前須繳交一萬五千元學費。
學員如欲退學，須最遲於課程開始前的兩個星期，以書面向本校申請。本校將扣除 10%作為行政費用，餘下的
90%學費將以支票形式退還。否則，所繳學費將不獲發還。

LIFE

全日制毅進文憑課程（全年）學費為港幣$32,000（分兩期繳交）
。第一期學費港幣$16,000 須於辦理註冊入學手
續時繳交，即 2012 年 8 月 10 日或之前，而第二期學費須於 2012 年 12 月 3 日或之前繳交。
除報名不獲接納、課程被取消或額滿以外，已繳交的學費，不論上課與否，恕不退還。同學如欲退學，所繳學
費將不會退還。然而，學院院長有權豁免此條款；惟這只屬個別例子並在極端特殊的情況下執行。同學如欲退
學，須最遲於 2012 年 8 月 20 日或之前（課程開始前兩星期）以書面列明理由，向學院院長申請。如申請被接
納，本學院將扣除已繳交學費之 10% (即港幣 1,600 元) 作為行政費用，餘下的 90%學費將於三個月內以自動轉
帳形式退還。否則，所繳學費將不獲發還。在課程開始以後，所有已繳學費恕不退還。

LiPACE

全日制毅進文憑課程全年學費為港幣$32,000，分上下學期兩期繳交，每期為港幣$16,000。除報名不獲接納或課
程/科目被取消的情況外，已繳學費恕不退還。在特殊情況下，本院院長有權豁免此條款及考慮退還部分學費，
惟申請人必須列明申請理由及提供證明文件並於開課後 14 日內向校方以書面形式申請。

VTC

全年學費為港幣 32,000 元﹝繳費安排詳情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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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甚麼學生資助供修讀者申請？
為鼓勵持續教育，政府會向毅進文憑學員提供以下資助：
（一）學費發還
所有修讀全日制或兼讀制毅進文憑課程的學員，凡成功修畢一個單元（即出席率達 80％及總評分及格）
，均可獲
註

政府發還有關單元的三成學費，惟有關單元必須是為取得毅進文憑所需要修讀的單元 。學費發還是以單元為單
位，即使學員有部份單元不及格，他們仍可就其他及格的單元獲得學費發還。另外，如學員符合上述學費發還
條件，並通過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入息審查而取得『全額』(3 人家庭入息上限為 12762 元;4 人家庭入息上限為 14573
元;5 人家庭入息上限為 15701 元)或『半額』(3 人家庭入息上限 20240 元;4 人家庭入息上限為 25301 元;5 人家
庭入息上限為 30361 元)資助幅度資格，只要他們成功修畢有關單元，便可就該單元獲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
（二）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所有學員，無論是全日制或兼讀制，如符合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申請資格，便可就有關計劃申請貸款以繳付
學費。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是以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礎運作。由申請人首次遞交申請表格開始，直至償還全部貸
款和累積利息為止期間，申請人須每年繳交一次行政費用，以彌補處理申請和管理學生償還貸款帳戶的成本。
有關的行政費會定期檢討。申請人亦須為所借取的貸款繳付利息；利率以『無所損益』為原則，再加一個風險
調整系數，以抵銷特區政府為學生提供無抵押貸款的風險。政府會每月底檢討該『無所損益』利率，學員可參
閱學生資助辦事處網頁(http://www.sfaa.gov.hk/tc/schemes/nls_news.htm)以獲悉現時沿用的利率。申請貸款的
學員必須填寫一份承諾書，作為承諾在畢業後或終止學業後償還貸款的證明。同時，他們亦須提供一位合資格
的彌償人，並安排他／她填妥彌償契據。學員所借取的貸款及累積利息須於畢業或停學或從首次獲得貸款日起
計六年後（以較早者為準），於 10 年內全數償還（如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2012/13 學年起可延長至 15
年內，詳情請留意 2012/13 學年的申請指引）
。貸款人可選擇提前清還全數或部分貸款。
（三）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全日制學員可透過學生車船津貼計劃申請津貼。申請學生車船津貼的學員必須為香港居民，居住地點與學校距
離超逾 10 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學。申請人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
（四）上網費津貼計劃
全日制學員可透過上網費津貼計劃申請津貼，以支付家居上網學習費用。申請上網費津貼的學員必須為香港居
民及通過家庭入息審查。津貼發放以家庭為單位。合資格的家庭不論子女人數多寡，將獲發以家庭為單位的定
額現金津貼。
有關政府資助詳請、申請辦法等，可向所報讀的院校，或直接向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
毅進文憑－學費發還

電話：3101 9017

毅進文憑－資格評估申請

電話：8226 7067

（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電話：8226 7067

上網費津貼計劃

電話：8226 7067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電話：2150 6223 / 2150 6222

網址：http://www.sfaa.gov.hk/
註： 如學員在報讀毅進文憑課程前曾受惠於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仍可就毅進文憑課程取得學費資助。
如學員在報讀由認可辦學機構於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下提供的夜間中學課程前曾就毅進文憑課程取得學費資助，則不能就
該等夜間中學課程取得學費資助，除非學員已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退還從毅進文憑課程中所獲取的全數資助。
此外，若學員於同一學年同時修讀毅進文憑課程及由認可辦學機構於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下提供的夜間中學課程，只能在
毅進文憑及夜間中學這兩個課程中選擇其中一個課程來取得學費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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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除政府助學金及貸款外，院校有甚麼獎助學金？

CCHE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設有獎學金以鼓勵學員繼續進修。

SCE

本院設有學業成績優異獎及選修科學業成績優異獎，以鼓勵學成績優異及整體學習表現出色之學員。

HKCT

過去港專也有設立不同的獎學金給予毅進畢業生繼續升讀本校的高級文憑課程。

HKIT

過往本校設助學金予全職工作之兼讀制毅進同學，以鼓勵同學持續進修。
此外，過往本校也設立副學士助學金予升讀副學士之毅進畢業生。

LIFE

為了獎勵在學業、品行均有突出表現的學生持續進修，學院透過獎學金機制，除了減輕同學在升學的經濟負擔
外，亦藉此讓同學肯定自我的能力及價值，奮發圖強。
獎勵計劃內容
1. 品學兼優獎 *
頒予全學年八科及格及其總成績評分總分最佳的首三名學生。
1.1 獎勵方法
第一名：獎狀及獎學金港幣$5,000 元。
第二名：獎狀及獎學金港幣$4,000 元。
第三名：獎狀及獎學金港幣$2,000 元。
所得獎項將列明在學年成績表內，以示表揚。
(註: 獎學金必須於發出後十二個月內用於繳付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社區學院舉辦的學歷課程。)
2. 升學獎學金 *
頒予全學年八科及格及其總成績評分總分達到 19 分或以下*的學生，可獲得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
院頒發 2013 至 2014 年度升學獎學金 (港幣$3,500 元)。
(註: 獎學金必須於發出後十二個月內用於繳付升讀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社區學院舉辦的學歷課程。)
3. 學科成績優異獎 *
頒予全學年每科成績最佳的首名學生。
3.1 獎勵方法
3.1.1 每位得獎者各得獎狀及港幣$600 元書券。
3.1.2 所得獎項將列入學年成績表內，以示表揚。
4. 頒授嶺南會所升學獎學金 *
頒予全學年八科及格及其總成績評分最佳的首兩名學生，每名同學可獲得嶺南會所頒發嶺南會所升學獎學金
港幣$2,500 元。
5. 頒授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獎學金 *
頒予全學年八科及格及其總成績評分最佳的第三及四名學生，每名同學可獲得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頒發嶺
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獎學金港幣$1,000 元。
6. 嶺南教育機構學術優異獎學金 *
頒予全學年於中文、英文、數學、通識教育和人際傳意技巧等科目成績最佳的首兩名學生，每名同學可獲得
嶺南教育機構頒發嶺南教育機構學術優異獎學金港幣$1,000 元。
* 待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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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ACE

本院設有多項獎學計劃﹙包括獎學金、個別科目成績獎及優異獎等﹚，以鼓勵學員用心學習。

14.

校舍在哪裡？設施如何？有甚麼特色活動提供給學生？有甚麼學習支援措施？

CCHE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提供全日制課程之教學中心分布港島、九龍和新界各區，包括：香港仔、北角、長洲、
太子、油麻地、觀塘、紅磡、荃灣、沙田、粉嶺、屯門、元朗、九龍塘、調景嶺。
院校不單為學員提供高質素的課程，更著重全人發展，協助年青人提升個人素養，培養正確的人生觀。為學員
提供多種類型課外活動，如：聯校義工日、球類比賽、歌唱比賽及導引課程等，院校亦設置模擬實境學習設施、
自修室、電腦室支援學員學習及提供輔導服務，並為學員安排升學及就業講座。

SCE

新課程將於九龍塘、灣仔及銅鑼灣之教學中心上課。學員可享用完善教學設備，及持續教育學院轄下之資源，
如圖書室和部份運動設施。本院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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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CT

港專校舍位於何文田及銅鑼灣，學校設施包括：健身室、數碼錄影廠、語言中心、電腦室、設計藝術工作坊、
圖書館、學生溫習室、活動室、室外及室內運動設施、學生發展中心等。
過去舉辦不同的活動給予學生參加，例如：歌唱比賽、籃球比賽、足球比賽、拔河比賽、電影週、領袖訓練營、
交流團、校園電台、毅進同學會、面試技巧工作坊、精神健康急救等。
除了提供不同的選修科及課外活動，學生發展中心及語言中心亦為學生在學習及全人發展提供不同的支援。

HKIT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的總校設在港島西半山卑利士道。另外在長沙灣，觀塘，天水圍及荃灣設有教學中心。
學校為學生提供包羅萬有的課外活動，於 2011 至 12 年度的學年，學校為學生提供超過三十多項課外活動，將
學習由課室轉移到戶外。舉辦過的課外活動有體育(足球賽/羽毛球賽/籃球賽)、集體活動(單車樂、燒烤、聯歡
會、盤菜宴等)、學習訓練(精神健康急救、模擬飛行、汽車駕駛、山藝訓練、生還者活動等)、表演(卡拉 ok、街
舞及歌唱比賽等)、創作(影視製作及演戲、電影欣賞和寫作和攝影等)、組織領導訓練(體驗團、軍事訓練、野戰
圍城等)等，多不勝數。
本校為學生提供多方面的學習支援。校舍設圖書館給學生温習，另有電腦實驗室和語言中心讓學生實習。亦設
有學生輔導和職業支援中心為學生提供升學和就業輔導。學生亦可參加學生會建立和學校溝通的橋樑。

LIFE

為配合新「毅進文憑」學生的需要，嶺南持續進修學院在九龍新界設有多所教學中心，全在港鐵沿線，交通方
便。
學院每年均舉辦多項活動，包括學術講座、球類比賽、歌唱比賽、乘風航、War Game、English Corner、漫畫比
賽、短片比賽、徵文比賽、旅遊、運動會等，多姿多彩，務求讓學生有愉快的校園生活。
學生也可以享用嶺南大學校園設施，包括圖書館、大會堂、演講廳、游泳池及體育館等。
此外，我們有完善的訓輔服務，每一教學中心均設有訓導及輔導老師，每周設有訓輔老師諮詢時間，學員可得
到適當的援助；而每位輔導老師均有社工經驗或心理學知識，隨時幫助學員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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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ACE

本院於上環、荔景及九龍灣設有教學中心，亦與多間協辦機構合作﹙例如有油麻地、慈雲山、元朗、大坑、深
水埗及長沙灣等地區﹚
，為學員提供一個方便和合適的上課地點及設施。本院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讓學員參與
﹙如各項球類活動、歌唱比賽、棋藝活動及語言學習小組等﹚。另外，本院特別加設學習資源中心、語言中心、
設計工作室及心理學研習室等等，讓學員可在課餘時間到各活動中心，院校亦設有網上學習系統讓學員可與導
師作互動交流。

VTC

除了SBI 葵涌校舍外，另外位於灣仔、粉嶺及馬鞍山的上課地點均鄰近港鐵站，學員只須步行數分鐘即可抵達，
交通方便。
校園設施一應俱全，學員可使用 VTC 院校成員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各分校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的圖書館及部份康體設施，體驗大專校園生活。
SBI 積極提供多元化課外活動，以及致力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及達至全人發展。SBI 教學團隊擁有多年教學及業
界經驗，因材施教，啟發學員的學習興趣。毅進文憑課程強調實踐，課程內容與時並進，緊貼行業需要。
另學院奉行關愛政策，全方位支援學生學術上以及個人成長的發展。

15.

有多少學額會在文憑試放榜前以有條件取錄分配？又有多少學額留起於放榜後分配予即場申請者？
毅進文憑全日制課程所有學額將在截止申請日期後（2012 年 7 月 26 日後）以電腦隨機抽籤的方式分配。學額
分配結果將於 7 月 30 日前以電郵通知申請人。申請人亦可自行登入毅進文憑申請網站(http://www.yjd.edu.hk)
查閱學位分配結果。毅進文憑全日制課程不會有學額在截止申請日期前分配。

16.

院校何時會通知取錄及是否須要繳交留位費或其他費用？
「毅進文憑」課程將於 2012 年 9 月 3 日開學，學位分配結果將於 2012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一) 前，以電郵方式
通知各申請人，申請人亦可自行登入毅進文憑申請網站(http://www.yjd.edu.hk)查閱學位分配結果。
當收到取錄通知書後，申請人必須根據取錄通知書上所定的限期繳付上學期學費，逾期繳交學費者，當自動放棄
論，而其學額將由其他申請人自動補上。完成後，申請人須帶同(a) 收據、(b) 取錄通知書及(c) 通知書上所述
的有關文件到所屬院校辦理註冊手續。
如須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申請人可攜同取錄通知書到學生資助辦事處辦理。

17.

入學條件除了須完成中六課程(有報考 DSE)外，如未滿 21 歲，會否接受其他學歷，如其他院校一些証書課程(DVE)
或基礎文憑又或 Teen 才再現計畫等作申請？
「毅進文憑」課程主要為中六離校生設計，但持有以下學歷人士亦接受報讀有關課程：
(1) 完成中專教育文憑課程(新高中學制下)；或
(2) 完成第十二班(海外學生)；或
(3) 完成高中三年級(國內學生)；或
(4) 其他同等學歷例如 IB (須經個別院校審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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